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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供电企业职工培训的因素分析及对策

汤  薇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常州供电分公司，江苏  常州  213022）

摘要：供电企业正处于发展与转型的关键时期，为了更好地适应供电企业发展需求，供电企业中无论是生产管

理岗位人员，还是生产技术人员都需要具备专业的实践经验和基础知识，只有这样，才可保障电网的稳定安全

有效运行，不断提高供电服务水平。基于此，本文从供电企业职工培训的内容入手，在分析影响供电企业职工

培训的因素基础上，提出完善供电企业职工培训的对策。希望本文能对我国供电企业职工培训工作提供一些有

益的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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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电力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行，

供电企业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供电

企业员工及管理者都面临着严峻考验。

对供电企业职工开展教育培训是一个复

杂、长期的过程，需要供电企业持之以

恒地坚持。对于供电企业而言，对员工

进行培训是促进企业创新发展的根本动

力，是企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必不可少的

重要环节。

1  供电企业职工培训的内容

1.1 岗位技能培训

对供电企业专业技术人员、企业管

理人员开展继续教育培训。不但要向员

工传授科学知识，还要使员工积极、主

动、有效吸纳、接受科学知识，逐步提

升员工综合素质。在继续教育培训中，

要加强新理论、新知识和新方法培训，

以更新员工的理念，提高其对新技术的

应用能力。

生产技能培训。该培训要重视培养

员工的实际工作能力，全面提高员工的

生产技能。结合员工在实际工作中的素

质需要，加强对员工工作能力的培训，

全面提高员工胜任本职工作能力。

1.2 文化思想教育培训

职业道德培训。职业道德是道德品

质、道德情操的总和，是员工开展职业

活动的基本道德标准。强化对员工的职

业道德培训，能够对员工道德观念、思

想意识进行及时调整，克服员工的拜金

主义思想，清除其私心杂念，使之将思

想重心转移到本职工作上。

企业文化培训。供电企业文化是全

体员工在长期发展和创业过程中形成的

价值观念、最高目标、行为规范和基本

信念，是企业物质形态、理念形态和制

度形态的综合体，用企业文化去引导员

工，使员工自发地认同企业文化，从而

自觉维护企业的利益，用过硬的技术与

服务去赢得广大用户的信赖。

思想政治培训。重点在于理论政治

教育，注重研究人的思想意识和政治倾

向及发展规律，使员工树立正确的政治

信念和职业理想，用崇高的价值观和人

生观指导自己的行为，树立崇高理想。

2  影响供电企业职工培训的因素

2.1 职工培训观念薄弱

供电企业的用工形式较为特殊，员

工在进入供电企业之后，普遍“养尊处

优”，缺乏居安思危意识。长此以往，

员工的危机意识就变得淡薄，不愿意积

极接受和学习新知识，更加排斥自我学

习。对于供电企业来讲，员工的很多新

知识都是在岗位业务实践中获得的，该

种方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员工的技

术水平。但目前，供电企业对员工培训

工作的重视程度不够，存在轻培训、重

工作的现象，培训工作落实不到位，培

训内容不能很好地与企业生产实际相结

合，不具有实际操作性，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员工参与培训的积极性。

供电企业管理者存在重业务、重使

用、重工作的情况，不重视对员工的培

训。他们觉得员工培训只是形式主义，

通过培训不能立即提高职工素质，是一

种浪费行为，职工培训观念薄弱。对于

上级下达的培训任务，经常派事情不多

的岗位人员参加培训，业务骨干常常没

有接受培训机会。

2.2 培训激励机制缺失

很长时间以来，供电企业只是制

定简单的员工培训激励政策，仅仅对需

争取荣誉的培训项目制定激励办法，其

余内部培训大多只罚不奖，造成企业员

工对培训的态度都是为了完成任务而参

加培训，抱着不被处罚就行的心态，在

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员工参加培训的积极

性。员工参加不参加培训对于个人来说

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对于员工的奖金福

利、职场晋级也不会造成任何影响，久

而久之，员工对学习的兴趣就消失殆尽。

在教育培训过程中，激励机制的助推作

用也得不到有效发挥，导致供电企业内

部对员工的考核培训只是重形式走过

场，造成培训无法取得预期的效果。

2.3 培训基地建设发展滞后

目前，对于供电企业而言，培训

基地建设相对于供电企业新技术发展滞

后，培训设施的更新落后于实际工作新

设备的发展需求，另外培训教材、培训

师也同样无法满足企业发展的需求。

2.4 缺乏成果转化管理

供电企业培训效果不理想，其原因

在于没有转化培训成果的工作环境，如

同事和管理者的支持、技术支持、执行

机会、转化的氛围等。培训完成后，职

工回到工作岗位，供电企业要为员工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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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一个培训成果转化的工作环境，但由

于企业职工培训缺乏系统支持，从而对

培训成果转化、应用造成了直接影响，

无法达到学以致用和提高员工工作技能

水平的目的。此外，员工在培训之后没

有机会实践培训成果，也会产生才华得

不到施展的心理，在今后的培训中也不

会认真学习。

3  供电企业职工培训的完善对策

3.1 增加职工教育培训软硬件投入

供电企业要高度重视职工教育培训

工作，加强培训软硬件建设。组建专门

的职工教育培训机构，明确相关人员的

工作职责，建立健全各项教育培训工作

制度、培训计划，制定培训方案，确保

职工培训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加大对

培训硬件设施投入，购置培训用投影仪，

电脑、音响等设备，建设专门的培训场

地，提高培训效果。

3.2 明确职工教育培训目标

由于供电企业员工各自工作岗位间

存在差别，要结合不同岗位，开展不同

知识层次的技能培训。因此，企业可制

定总体培训目标为：建立两个体系，构

建三支队伍。

建立两个体系是指建立与企业发展

相适应的教育培训保障体系和用人考核

体系，通过加强员工教育培训提高企业

的服务能力和发展建设水平。

构建三支队伍是指建设一支具有丰

富实践经验、扎实专业理论、创新技术

能力和适应科学技术发展的技术人才队

伍；建设一支具备开拓精神，德才兼备，

能够驾驭市场能力的管理人才队伍；建

设一支善于创新、爱岗敬业的技能人才

队伍。

3.3 建立健全职工教育培训方案

建立健全完整的培训方案，主要包

括五个方面：

培训目的。培训目的是要明确培训

应做些什么，实现一个怎样的效果。在

制定培训方案的过程中，要把培训目的

与企业、员工发展利益相结合，形成一

致目标，并用简明扼要的语言概括出来，

作为培训目的。

培训对象。供电企业岗位繁多，培

训对象涉及人员面广。为保证培训效果，

要对企业重点培训对象予以明确，有步

骤、有计划地开展培训。

培训地点和时间。培训地点可根据

培训方式和内容不同选择不同地方。培

训时间可根据培训场地、目的、教师、

接受培训的员工的知识水平而定。一般

情况下，在生产任务较轻的时候安排培

训，最好不与日常工作冲突。

培训方法。在传统面授讲座形式的

基础上，供电企业可以结合不同的培训

对象和培训方案选择培训方法，如新媒

体讲座，使员工随时随地学到任何想提

升的内容。

培训内容。供电企业要在培训基

本技能和基础知识的基础上，设计多层

次、全方位，具有一定广度和深度的培

训内容。

3.4 严格落实职工教育培训方案

布置培训场地。培训场地会在一定

程度上对接受培训的员工的心理造成影

响，从而间接影响培训效果。在选择培

训场地时，要让员工感觉到舒适，根据

不同培训项目选择不同场地，以提高培

训效果。

准备培训材料。在培训前，制定详

细的培训手册，把培训时间、内容、课

程安排、地点、授课教师、食宿安排、

联系方式等都列入培训手册，使接受培

训的员工全面了解培训信息。

选择培训师。供电企业培训方式包

括内部培训和外出培训。内部培训选择

讲师要考虑员工知识差异，要最大限度

地进行按需施教，量体裁衣，满足员工

的个性化培训要求，提高培训的实效性

和准确性。外出培训的讲师通常都是由

上级安排部署。

考核培训内容。培训结束后，要

通过考试方式测试培训效果，根据不

合格、合格、优秀三个等级划分考试

成绩，分析培训人员接受和吸收培训

内容的能力。

保存培训资料。培训完成后，要将

培训手册、教材、考勤表、员工考试成

绩表等资料进行保持，作为日后培训评

定时查用。

3.5 健全职工教育培训评价

健全职工教育培训评价流程能客

观、全面地对受训员工的工作水平和发

展能力、培训效果等进行综合评价，根

据评价指标结果指引培训工作的发展和

完善，提高培训的目标性，提高培训工

作的效益和质量，使企业培训工作向着

标准化、科学化、现代化、制度化的方

向发展。在实施培训评价时，要充分考

虑评价层次、对象、目的，设计培训效

果评价方案，完善评价数据，撰写评价

报告，探讨培训结果。

3.6 加强职工教育师资团队建设

供电企业要加强职工教育师资团队

建设，对企业内部人才资源进行整合，

充分发挥企业人才优势，建立由管理精

英和技术骨干组成的讲师团队，开展企

业内部理论知识和业务知识讲座，提供

具体、详实、有效的培训，提高培训效果、

节约培训成本。

4  结束语

总而言之，供电企业要高度重视企

业员工培训工作，对影响员工培训效果

的因素进行分析，制定行之有效的培训

对策，以不断提高培训效果，促进供电

企业更好更快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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