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1
2019年东部城市支持西部地区人才培训计划
序号

培训内容

时间

人数

名额分配

1

创新驱动与人才发展

3月2日-3月9日

50

四川10人，云南10人，陕西10人，甘肃10 组织人事部门干部、政府经济管理 深圳市经理进
干部和基层青年创业人才
修学院
人，青海5人，恩施5人。

2

区域经济与生态的协同发展

3月3日-3月11日

50

深圳市对口支援办公室 李雄姿：
重庆10人，四川10人，宁夏5人，内蒙古
政府经济、产业、城市管理部门处 深圳市经理进
0755-88120305；深圳市经理进修学院
10人，广西5人，新疆兵团5人，湘西5人
级及以下领导干部
修学院
。
黄顺义： 0755-82472961、18823330246

3

发展现代服务业与产业转型升级 3月8日-3月15日

50

四川10人，陕西10人，甘肃10人，内蒙古 政府经济、产业管理部门处级及以 深圳市经理进
下领导干部
修学院
10人，广西10人。

深圳市对口支援办公室 李雄姿：
0755-88120305；深圳市经理进修学院
黄顺义： 0755-82472961、18823330246

4

发展现代服务业与产业转型升级 3月9日-3月16日

50

重庆10人，四川10人，贵州10人，云南10 政府经济、产业管理部门处级及以 深圳市经理进
下领导干部
修学院
人，新疆10人。

深圳市对口支援办公室 李雄姿：
0755-88120305；深圳市经理进修学院
黄顺义： 0755-82472961、18823330246

5

3月12日-3月18日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高质量
（3月11日报到，
发展专题研修班
19日返程）

50

甘肃5人，青海10人，新疆5人，广西
5人；苏州对口地区25人。

培训对象

承办机构

西部地区处级及以下干部，涉及经
济发展、产业规划、对口支援、扶 苏州干部学院
贫开发等方面

东部地区联系人及电话
深圳市对口支援办公室 李雄姿：
0755-88120305；深圳市经理进修学院
黄顺义： 0755-82472961、18823330246

苏州干部学院 何兵： 18962128261

6

全域旅游与地方经济发展

3月15日-3月22日

50

四川10人，陕西10人，甘肃10人，宁夏10 政府经济、产业管理部门处级及以 深圳市经理进
下领导干部
修学院
人，内蒙古10人。

深圳市对口支援办公室 李雄姿：
0755-88120305；深圳市经理进修学院
黄顺义： 0755-82472961、18823330246

7

全域旅游与地方经济发展

3月16日-3月23日

50

四川10人，贵州5人，云南10人，新疆10 政府经济、产业管理部门处级及以 深圳市经理进
下领导干部
修学院
人，黑龙江10人，恩施5人。

深圳市对口支援办公室 李雄姿：
0755-88120305；深圳市经理进修学院
黄顺义： 0755-82472961、18823330246

8

《互联网+与农村电子商务发展
》（结合当地资源，利用互联网 3月18日-3月24日
手段，发展现代农产品电商等）

50

政府分管精准扶贫、农村电商等工
四川5人，贵州5人，青海5人，内蒙古10
杭州市干部培
作的有关人员，具有一定规模的农
胡宏琳：0571-85464659、13989828469
训中心
人；杭州对口地区25人。
产品加工企业负责人

9

3月20日-3月26日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高质量
（3月19日报到，
发展专题研修班
27日返程）

50

西部地区处级及以下干部，涉及经
四川10人，云南5人，内蒙古10人；苏州
济发展、产业规划、对口支援、扶 苏州干部学院
对口地区25人。
贫开发等方面

苏州干部学院 何兵： 18962128261

序号

培训内容

时间

人数

名额分配

培训对象

10

科技扶贫

3月24日-3月30日

50

西部地区承担扶贫任务的科技厅相
四川10人，贵州5人，陕西10人，新疆10
北京科学技术
关人员、各地市县相关领域负责人
开发交流中心
人，内蒙古5人，广西5人，恩施5人。
、基层“双创”工作者等

栾天亿：13718301818

11

乡村振兴战略专题

3月26日-4月3日

50

四川10人，云南5人，甘肃5人，内蒙古10
人；广州对口地区20人。

刘裕华：13697471236

西部地区处级及以下干部，涉及经
重庆10人，新疆兵团5人，延边5人，湘西
济发展、产业规划、对口支援、扶 苏州干部学院
5人；苏州对口地区25人。
贫开发等方面

西部地区政府部门工作人员

承办机构

中山大学

东部地区联系人及电话

12

3月28日-4月3日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高质量
（3月27日报到，
发展专题研修班
4月4日返程）

50

13

镇乡街道人大主席能力提升专题
培训

4月

35

14

“三农”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

4月8日-4月15日

50

15

教学管理提升培训

4月10日-4月19日

50

16

电商扶贫

4月15日-4月22日

50

17

乡村振兴战略

4月16日-4月23日

50

18

发展全域旅游助推乡村振兴

4月21日-4月27日

50

宁波市对口支援办 王长根：
四川10人，陕西10人，宁夏5人，新疆兵
分管乡村全域旅游开发的领导干部 宁波市委党校 13957879137；宁波市委党校 顾甬晶：
团5人；宁波对口地区20人。
18957872087

19

科技扶贫

4月22日-4月29日

50

西部地区承担扶贫任务的科技厅相
四川10人，云南10人，陕西10人，宁夏10
北京科学技术
关人员、各地市县相关领域负责人
开发交流中心
人，广西5人，恩施5人。
、基层“双创”工作者等

20

城市建设规划与管理

5月

80

重庆5人，贵州10人，陕西5人，甘肃
西部地区从事城市规划与建设的基
郑金莺：0592-5302030、15959221213；
厦门市委党校
10人，青海10人，宁夏10人，新疆10人，
层党政干部
刘章有：0592-2896768、15980993022
内蒙古10人，延边5人，湘西5人。

21

新型城镇化建设专题

5月7日-5月15日

50

苏州干部学院 何兵： 18962128261

南京市浦口区
委 党校

张解民：025-68789719

重庆10人，贵州10人，云南5人，甘肃10 农业管理人员、发改、农业系统管 青岛市扶贫协
理人员、农业龙头企业负责人
作工作办公室
人，内蒙古10人，广西5人。

徐海：0532-85912835

南京对口地区35人。

陕西10人，甘肃10人，宁夏5人，恩施
5人；福州对口地区20人。

重庆万州区乡镇街道人大主席

小学校长

闽江师专

西部地区承担扶贫任务的电子商务 北京劳动保障
四川10人，贵州10人，甘肃5人，青海10
主管部门及部分电子商务重点企业 职业学院培训
人，新疆10人，黑龙江5人。
人员
中心
青岛对口地区50人。

重庆10人，四川10人，云南5人，宁夏
5人；广州对口地区20人。

农村致富带头人、农业龙头企业负 青岛市扶贫协
责人、农业管理人员
作工作办公室

西部地区政府部门工作人员

中山大学

林忠强：13328662058

何向群：010-64941628、13910100050

徐海：0532-85912835

栾天亿：13718301818

刘裕华：13697471236

序号

培训内容

时间

人数

22

贫困村创业致富带头人培训

5月12日-5月19日

50

四川10人，云南10人，陕西5人，甘肃10 西部地区扶贫干部和农村致富带头 北京农学院经
人
济与管理学院
人，宁夏10人，恩施5人。

胡宝贵：010-80799151、13141280782

23

电商扶贫

5月13日-5月20日

50

西部地区承担扶贫任务的电子商务 北京劳动保障
重庆10人，四川10人，云南10人，陕西10
主管部门及部分电子商务重点企业 职业学院培训
人，广西5人，新疆兵团5人。
人员
中心

何向群：010-64941628、13910100050

非公经济组织党务工作能力提升
5月13日-5月19日
专题培训班

80

24

名额分配

天津对口地区80人。

培训对象

承办机构

东部地区联系人及电话

重庆市万州区非公经济组织党务干 天津市工会管 天津市合作交流办 刘靖：022-27311452
部
理干部学院
（同传真）、tianjinbangfu@126.com

25

发展全域旅游助推乡村振兴

5月19日-5月25日

50

宁波市对口支援办 王长根：
云南5人，西藏5人，青海5人，新疆5人，
分管乡村全域旅游开发的领导干部 宁波市委党校 13957879137；宁波市委党校 顾甬晶：
内蒙古10人；宁波对口地区20人。
18957872087

26

县域经济发展专题

5月21日-5月29日

50

四川10人，贵州5人，甘肃5人，内蒙古10
人；广州对口地区20人。

27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5月27日-6月4日

50

四川10人，云南10人，宁夏5人，内蒙古 西部地区各市、县（区）发改、农 烟台市发展改
业等部门及乡镇干部
革委
10人；烟台对口地区15人。

王伯松：0535-6665751、13953560833、
0535-66657511（传真）、
ytshzb@163.com

28

新时期支持民营企业发展金融服
务专题研修班

6月

50

重庆10人，四川10人，云南10人，甘肃5
相关部门处级以上（含处级）干部 上海交通大学
人，新疆10人，内蒙古5人。

童钢：021-23115477、18018886890

6月10日-6月17日

50

西部地区承担扶贫任务的农村村两
委干部、第一书记、专业合作社经
重庆10人，四川10人，宁夏10人，广西5
北京科学技术
济组织负责人、种养殖大户、农牧
开发交流中心
人，黑龙江10人，新疆兵团5人。
业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农村致富带
头人

栾天亿：13718301818

《“一带一路”机遇之乡村振兴与
30 旅游发展》（结合当地资源，发 6月10日-6月16日
展现代农业、建设美丽家园等）

50

四川5人，甘肃5人，新疆10人，湘西
5人；杭州对口地区25人。

政府分管新农村建设、乡村旅游等
杭州市干部培
工作的有关人员，具有一定规模的
胡宏琳：0571-85464659、13989828469
训中心
乡镇、村庄负责人

街道社区管理人员综合能力提升
6月10日-6月16日
专题培训班

80

天津对口地区80人。

重庆市万州区街道社区基层组织管 天津市工会管 天津市合作交流办 刘靖：022-27311452
理干部
理干部学院
（同传真）、tianjinbangfu@126.com

6月11日-6月19日

50

重庆10人，四川10人，新疆5人，广西
5人；广州对口地区20人。

29

31

32

产业扶贫

产业转型升级专题

西部地区政府部门工作人员

西部地区政府部门工作人员

中山大学

中山大学

刘裕华：13697471236

刘裕华：13697471236

序号

培训内容

时间

人数

33

贫困村创业致富带头人培训

6月16日-6月23日

50

四川10人，贵州10人，西藏5人，陕西10 西部地区扶贫干部和农村致富带头 北京农学院经
人
济与管理学院
人，青海10人，恩施5人。

34

发展全域旅游助推乡村振兴

6月16日-6月22日

50

宁波市对口支援办王长根：
贵州5人，甘肃10人，广西10人，黑龙江5
分管乡村全域旅游开发的领导干部 宁波市委党校 13957879137；宁波市委党校顾甬晶：
人；宁波对口地区20人。
18957872087

35

企业管理提升培训

6月17日-6月26日

50

贵州5人，内蒙古10人，新疆兵团5人；福
州对口地区30人。

36

加强基层党建 助力脱贫攻坚

6月17日-6月25日

50

四川10人，甘肃10人，宁夏5人，湘西
5人；烟台对口地区20人。

37

38

名额分配

企业管理和经营人才

承办机构

闽江师专

50

生态文明建设与旅游业可持续发
6月24日-6月30日
展专题培训班

80

天津对口地区80人。

东部地区联系人及电话
胡宝贵：010-80799151、13141280782

林忠强：13328662058

王伯松：0535-6665751、13953560833、
西部地区贫困乡镇干部，农村书记
烟台市发展改
、主任，专业合作社、种养大户和
0535-66657511（传真）、
革委
农牧企业负责人，农村致富带头人
ytshzb@163.com

西部地区承担扶贫任务的农村村两
委干部、第一书记、专业合作社经
四川10人，贵州10人，云南10人，西藏5
北京科学技术
济组织负责人、种养殖大户、农牧
开发交流中心
人，陕西10人，恩施5人。
业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农村致富带
头人

6月23日-6月30日

产业扶贫

培训对象

栾天亿：13718301818

重庆市万州区生态环保和文化旅游 天津市工会管 天津市合作交流办 刘靖：022-27311452
部门干部和技术人员
理干部学院
（同传真）、tianjinbangfu@126.com

39

数字经济与政府治理专题培训

7月

35

南京对口地区35人。

重庆万州区部门、街道负责人

南京市浦口区
委 党校

张解民：025-68789719

40

创新创业专题

7月2日-7月10日

50

四川10人，内蒙古10人，新疆兵团5人，
湘西5人；广州对口地区20人。

西部地区政府部门工作人员

中山大学

刘裕华：13697471236

41

突发事件应对与应急管理专题培
7月8日-7月14日
训班

80

贵州10人，云南10人，陕西10人，甘肃10
西部地区应急管理部门干部和技术 天津市工会管 天津市合作交流办 刘靖：022-27311452
人，青海10人，内蒙古10人，广西10人，
人员
理干部学院
（同传真）、tianjinbangfu@126.com
新疆兵团10人。

42

互联网+设施农业发展与建设专
7月15日-7月21日
题培训班

80

四川10人，贵州10人，云南10人，青海5
西部地区科技、商务、农业部门干 天津市工会管 天津市合作交流办 刘靖：022-27311452
人，宁夏10人，新疆10人，广西5人，黑
部和技术人员
理干部学院
（同传真）、tianjinbangfu@126.com
龙江10人，新疆兵团10人。

43

旅游产业专题

7月16日-7月24日

50

四川10人，云南10人，新疆5人，恩施
5人；广州对口地区20人。

西部地区政府部门工作人员

中山大学

刘裕华：13697471236

44

美丽乡村专题

8月6日-8月14日

50

云南10人，甘肃5人，广西5人，黑龙江5
人，新疆兵团5人；广州对口地区20人。

西部地区政府部门工作人员

中山大学

刘裕华：13697471236

序号

培训内容

时间

人数

45

第四期“一带一路”机遇与挑战高
级研修班

9月

50

重庆10人，四川10人，新疆10人，内蒙古
5人，黑龙江5人，新疆兵团5人，湘西5人 相关部门处级以上（含处级）干部 上海交通大学
。

46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专题培训班

9月9日-9月15日

80

重庆10人，四川10人，贵州10人，云南10
西部地区国资系统干部和国有企业 天津市工会管 天津市合作交流办 刘靖：022-27311452
人，陕西10人，新疆5人，内蒙古10人，
管理人员
理干部学院
（同传真）、tianjinbangfu@126.com
黑龙江10人，恩施5人。

现代城市规划与建设管理专题培
9月16日-9月22日
训班

80

重庆10人，贵州10人，陕西10人，甘肃10
西部地区规划、城建部门干部和技 天津市工会管 天津市合作交流办 刘靖：022-27311452
人，青海10人，宁夏5人，内蒙古10人，
术人员
理干部学院
（同传真）、tianjinbangfu@126.com
广西10人，恩施5人。

47

名额分配

培训对象

承办机构

东部地区联系人及电话
童钢：021-23115477、18018886890

48

乡村振兴工作培训

9月17日-9月26日

50

重庆10人，新疆5人，内蒙古10人，广西5
人；福州对口地区20人。

49

农业现代化与产业化

10月

80

四川10人，贵州10人，云南5人，陕西10
西部地区农业管理干部以及农业技
南京农业大学
人，甘肃5人，宁夏10人，新疆10人，内
术人员
蒙古10人，新疆兵团10人。

50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10月9日-10月17日

50

重庆10人，西藏5人，甘肃5人，新疆
王伯松：0535-6665751、13953560833、
西部地区各市、县（区）发改、农 烟台市发展改
5人，广西5人，新疆兵团5人；烟台对口
0535-66657511（传真）、
业等部门及乡镇干部
革委
地区15人。
ytshzb@163.com

10月14日-10月20
日

80

《政府服务创新与发展》（全面
10月21日-10月27
52 提升政府对企业、民众的服务效
日
率及各种创新能力等）

50

甘肃10人，内蒙古5人，广西5人，新疆兵 基层窗口服务单位人员，政府行政 杭州市干部培
胡宏琳：0571-85464659、13989828469
服务中心负责人
训中心
团5人；杭州对口地区25人。

“双创”带给我国农业农村经济的
10月28日-11月4日
新变化

50

四川10人，云南10人，宁夏10人，新疆10 农业管理人员、发改、农业系统管 青岛市扶贫协
理人员、农业龙头企业负责人
作工作办公室
人，新疆兵团5人，湘西5人。

徐海：0532-85912835

农村致富带头人、农业龙头企业负 青岛市扶贫协
责人、农业管理人员
作工作办公室

徐海：0532-85912835

51 职业教育发展与管理专题培训班

53

天津对口地区80人。

乡镇业务骨干

闽江师专

林忠强：13328662058

张解民：025-68789719

甘肃、新疆和田、西藏昌都、青海
天津市工会管 天津市合作交流办 刘靖：022-27311452
黄南、陕西省水源区教育部门干部
理干部学院
（同传真）、tianjinbangfu@126.com
和职业教育学校负责人

54

西部地区脱贫攻坚

11月5日-11月12日

50

青岛对口地区50人。

55

一带一路建设专题

11月6日-11月13日

50

四川5人，新疆5人，内蒙古10人，新疆兵
团5人，延边5人；广州对口地区20人。

西部地区政府部门工作人员

中山大学

刘裕华：13697471236

56

培训主题待定

共4期
具体时间待定

200

深圳对口地区200人。

深圳市对口支援地区干部

深圳市经理进
修学院

深圳市对口支援办公室 李雄姿：
0755-88120305；深圳市经理进修学院
黄顺义： 0755-82472961、188233302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