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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鲁木齐市各相关企、事业单位：

根据《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人社部令第 25 号 )

有关规定和要求，为提升经济系列专业技术人员知识和技能 ，

做好 2022 年经济系列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工作，我基地拟

于 4 月份至 7月份举办 2022 年经济系列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

育培训班 ， 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现从事经济系列专业技术人员(副高级) 。按照《关于

进一步做好自治区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工作的通知》(新

人社发〔 2021 〕29 号) 要求， 专业技术人员按规定每年须完

成不少于 90 学时的继续教育学习，其中专业科目不少于 60

学时，公需科目不少于 30 学时。

采取网上报名方式 ， 专业技术人员登录“乌鲁木齐市职

称评审系统” (https://wlmq.xjzcsq.com ) 进行报名。

1.在“乌鲁木齐职称评审系统”( https://wlmq.xjzcsq.com )

完成注册 ， 登录系统；

2. 点击左侧菜单中的“继续教育报名”——“继续教育

专业课”；

https://wlmq.xjzcsq.com


3.选择报名资格： 经济系列— 人力资源管理专业— 高级

经济师；
4.选择基地名称： 新疆金诚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5.填写报名信息后提交。

报名时间：2022 年 4 月 26 日－7 月 15 日

培训班时间：2022 年 5 月 11 日－7 月 25 日

根据知识更新、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需求，

结合经济类专业技术人员的共性培训要求，具有较强针对性、

实用性的经济相关知识。

培训采取网上授课方式 ， 详细登录方式及流程见附件。

新疆金诚职业技能培训学校经济系列副高级

专业技师人员继续教育课程表

学习年份及等级：2022 年 (副高级)

培训时间：2022 年 5 月 11 日-2022 年 7 月 25 日

序号 课程时间 授课内容 授课教师 学时

1 第一天

深化“放管服”改革，服务“六稳”“六保”——《关于服务“六稳”“六保”进一

步做好“放管服”改革有关工作的意见》解读 (上)

张鹏 3
深化“放管服”改革，服务“六稳”“六保”——《关于服务“六稳”“六保”进一

步做好“放管服”改革有关工作的意见》解读 (中)

深化“放管服”改革，服务“六稳”“六保”——《关于服务“六稳”“六保”进一

步做好“放管服”改革有关工作的意见》解读 (下)

新理念新举措新发展——“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思路、主要目标与指标

解读 (上)
王小广 3



新理念新举措新发展——“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思路、主要目标与指标

解读 (中)

新理念新举措新发展——“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思路、主要目标与指标

解读 (下)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经济发展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国家数

字经济发展战略 (上)

单志广 3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经济发展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国家数

字经济发展战略 (下)

2 第二天

保持宏观经济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促进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上)

张鹏 3保持宏观经济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促进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中)

保持宏观经济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促进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下)

数字新经济，发展新动能 单志广 1

迎接百年大变局开启强国新征程——“十四五”时期全球及中国经济发展前瞻 (上)

牛犁 2.5

迎接百年大变局开启强国新征程——“十四五”时期全球及中国经济发展前瞻 (下)

大国博弈中的全球产业链分化重构 (上)

保建云 2.5

大国博弈中的全球产业链分化重构 (中)

3 第三天

大国博弈中的全球产业链分化重构 (下) 保建云 1

全面把握“十四五”时期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着力点 (上)

胡迟 3全面把握“十四五”时期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着力点 (中)

全面把握“十四五”时期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着力点 (下)

深入推进重点领域改革更大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上)

刘泉红 2.5

深入推进重点领域改革更大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下)

建设和完善现代化经济体系，构建高质量新发展格局 (一)

彭五堂 2.5

建设和完善现代化经济体系，构建高质量新发展格局 (二)

4 第四天

建设和完善现代化经济体系，构建高质量新发展格局 (三)

彭五堂 1.5

建设和完善现代化经济体系，构建高质量新发展格局 (四)

如何理解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时代 李伟 1

构建与现代化经济体系相匹配的金融体系 (上)

曾刚 3构建与现代化经济体系相匹配的金融体系 (中)

构建与现代化经济体系相匹配的金融体系 (下)



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推动传统产业绿色化改造 (上)

赵建军 3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推动传统产业绿色化改造 (中)

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推动传统产业绿色化改造 (下)

5 第五天

如何完善国有企业党委 (党组) 在“三重一大”决策中的权责 (上)

周丽莎 3

如何完善国有企业党委 (党组) 在“三重一大”决策中的权责 (下)

深化供给侧改革，畅通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经济循环 (上)

赵萍 3

深化供给侧改革，畅通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经济循环 (下)

以“实”为纲谋篇布局现代化经济体系，迈向高质量发展新时代 (上)

张立群 2

以“实”为纲谋篇布局现代化经济体系，迈向高质量发展新时代 (下)

6 第六天

新基建激发新动能，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建设知识经济社会的新型基础设施

(上)
潘教峰 3

新基建激发新动能，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建设知识经济社会的新型基础设施

(下)

数字经济治理体系的建设与发展 (上)

陆峰 2.5

数字经济治理体系的建设与发展 (下)

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困局及破解思路 (上)

张俊伟 3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困局及破解思路 (中)

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困局及破解思路 (下)

7 第七天

新目标、新要求背景下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 (上)

石英华 2

新目标、新要求背景下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 (下)

拓展服务贸易发展空间，以高水平开放促进服务贸易发展 (上)

李俊 2

拓展服务贸易发展空间，以高水平开放促进服务贸易发展 (下)

积极有效利用外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上)

桑百川 2

积极有效利用外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下)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践价值与路线图 (上)

宋洪远 2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践价值与路线图 (下)

8 第八天

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持续释放内需潜力 (上)

王蕴 3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持续释放内需潜力 (中)

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持续释放内需潜力 (下)



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上)

张俊伟 3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中)

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下)

9 第九天

依法治国与市场经济的法律规制 王伟 4

浅谈数据、统计和人工智能 王伟 2

校长签字盖章： 培训机构盖章：

根据自治区计委《关于调整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

收费的标准的通知》 (新计价〔 2004 〕518 号 ) 文件执行。

学习期满考核合格者 ， 经审核后 ， 可自行在乌鲁木齐职

称评审系统平台查询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证书。

1.基地地址： 乌鲁木齐市西北路新美酒店 5 楼 508

2.联系人： 李子萱
3.联系电话： 18099269962



附件 ∶ 经济系列副高级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网上课堂登录

方式和流程图

新疆金诚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2022 年 4 月 20 日



经济系列副高级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网上课堂

钉钉学习操作步骤
学员钉钉上课使用步骤一：

1.下载钉钉，注册并实名认证;

2.扫码进入钉钉群。

学员钉钉上课使用步骤二：

1.手机或电脑下载钉钉并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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