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
黔府办发 〔2018〕41号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贵州省农民全员培训
三年行动计划 (2019—2021年)的通知

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贵安新区管委会,各县 (市、区、特

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现将 《贵州省农民全员培训三年行动计

划 (2019—2021年)》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2018年12月12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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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农民全员培训三年行动

计划 (2019—2021年)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有关意见

精神,结合省委十二届三次全会部署,特制定本计划。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省代表团重要讲话精

神,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强化问题导向,下足 “绣

花功夫”,聚焦深度贫困地区和特殊贫困群体,全面精准抓好对

农民的全员培训、规定培训、精准培训、建档培训、持续培训,

大力开展感恩教育,教授 “五步工作法” “八要素”、实用技术

等,不断提升劳动者素质,为脱贫攻坚提供坚强保障。

二、主要目标

按照省委、省政府对农民全员培训的总体部署,围绕 “精准

培训对象、精准目标任务、精准工作举措、加强资源整合、提高

培训针对性、促进就业创业”的要求,通过大力开展各类培训,

不断提高农民,特别是有劳动能力农民的综合素质和技能水平,

确保建档立卡贫困户和易地搬迁劳动力家庭至少1人以上实现就

业,努力实现 “户户有增收项目、人人有脱贫门路”的目标。

—2—



2019年至2021年,对1842万农民群众开展多种形式的综合素

质提升和技能培训,通过3年时间实现农民培训全覆盖。

三、培训内容和方式

针对我省全体农民、未就业农村劳动力、建档立卡贫困劳动

力、易地扶贫搬迁劳动力和输出到省内外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开

展不同层次、不同类别、不同方式的扶贫扶志综合素质提升培训

和实用技能培训。每年开展农民综合素质提升培训1000万人次

以上,将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易地扶贫搬迁劳动力和输出到省

内外就业的农村劳动力作为重点,通过3年时间分别培训100万

人次、42.62万人次和477万人次以上。

(一)农民综合素质提升培训。

1.感恩教育培训。依托第一书记、下派 (驻村)干部、乡

(镇)干部、结对帮扶人员、基层党员干部等力量,利用新时代

学习大讲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平台和农村中小学、村支两

委活动室、农民夜校等,采取通俗易懂的方式,宣传学习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

在贵州省代表团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的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教育农民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感恩习近平总书记,

感恩党中央。结合各地实际,宣传培训惠民政策,就近就地组织

到省内先进村,有条件的地区可组织到对口帮扶城市的先进村,

学习借鉴好思路、好办法,探索脱贫致富的办法措施,增强脱贫

攻坚内生动力。每年培训200万人次以上。 (责任单位: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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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人民政府、贵安新区管委会,各县 〔市、区、特区〕、乡

〔镇〕人民政府)

2.基本政策和知识培训。依托多彩贵州 “广电云”村村通

户户用工程,通过 “贵州省农民全员培训电视点播频道系统”,

将 “四场硬仗”“五步工作法”“八要素”、强农惠农政策、脱贫

攻坚政策、实用种植养殖技术、实用就业技能、基础法律法规、

进城务工须知、劳动维权保护、职业道德、安全生产、消防安

全、森林防火、卫生安全、疾病预防等视频课件通过电视点播形

式做好宣教培训。以村为单位组织农民群众集中学习观看或鼓励

自行收看,每年覆盖300万人次以上。(责任单位:省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厅、省广播电视局,省广电网络公司,各乡 〔镇〕人民

政府)

3.文化下乡培训。充分发挥文化宣传扶志扶智的作用,结

合时代特点和农村实际,加强群众喜闻乐见的扶贫相声、小品等

文艺作品创作,挑选一批如 《文朝荣》《十八洞村》等脱贫致富

题材的优秀电影,定期派出专业院团小分队和电影放映队,深入

基层、走进农村进行演出和放映。每年开展送文化下乡活动不少

于3500场,惠及农民群众215.5万人次以上;每年放映农村公

益电影不少于10万场次,惠及农民群众230.5万人次以上。(责

任单位: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广播电视局)

4.脱盲再教育培训。针对全省农村及少数民族聚集地区16

岁至55岁以内非在校生中的贫困群体,结合当地实际开展脱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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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教育培训,以达到普遍听得懂汉语、看得懂电视新闻、能写常

用汉字、能识别现代符号、能用现代工具交流、掌握1-2门生

产生活实用技能的目的。按照2019年完成8万人,2020年完成

6万人的目标,力争到2020年底全省16周岁至55周岁的文盲、

半文盲全部脱盲。(责任单位:省教育厅)

(二)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

1.农业生产技能培训。深入推进农村产业革命,大力培育

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送派院校、企业、科研单位的专

家和技术员,以及当地的 “土专家”“田教授”,针对扎根农村从

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群体,依托农民科技培训中心 (农广校)、

涉农职业院校、农业科研院所、各级农技推广机构、农业专家

等,围绕 “一县一业、一乡一特、一村一品”和 “一坝一业”,

采取 “短期+长期”的培训方式,大力开展茶叶、蔬菜、精品水

果、食用菌、中药材、烟草、生态家禽及生态畜牧业等产业发展

需要的种植、养殖技术培训。结合农业园区、农业企业、农民专

业合作社自主用工和岗位需求,支持企业自主开展技能型农民培

训,加快构建一支有文化、懂技术、会管理的新型职业农民队

伍。每年培训7万人次以上。(责任单位:省农业农村厅、省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扶贫办、省科技厅、省林业局、省烟草专

卖局、省农科院)

2.贫困村致富带头人培训。按照 “先富带后富”的基本理

念,紧扣 “能力培训、孵化创业、带动增收”三大环节,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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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到2021年,为9000个建档立卡贫困村平均每村至少培养5

名创业带头人,3年累计培养4.5万人,每人带动3户以上贫困

户脱贫,实现13万以上贫困人口增收脱贫,基本形成 “教育培

训+创业服务+政策扶持+带动致富”的 “四位一体”扶贫创业

致富带头人培育体系。(责任单位:省扶贫办、省科技厅、省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省农业农村厅)

3.农村青年职业学历教育。依托职业院校和技工院校,对

应往届农村初高中毕业生、具有初中及以上学历的返乡农民工、

农村复转军人开展专业化职业教育,积极落实中等职业学校免学

费和国家助学金政策及精准资助政策。在普通高中和中职、技工

院校毕业生中采取统一考试招生、中职单报高职、高职单独招生

等多种方式,招收农村学生就读高等职业院校。各市 (州)的职

业院校、技工院校要与对口帮扶城市的院校建立联合办学机制,

有条件的县也要对接做好职业教育协作相关工作。每年面向农村

青年开展职业教育培训10万人以上。(责任单位:省教育厅、省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4.农村转移劳动力技能培训。针对省内外企业用工需求和

贫困劳动力特点,以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旅游业、民族手

工业、农业产品销售等就业容量大的行业用工需求为重点广泛开

展培训,根据国家职业资格证书 (技能等级证书、特种作业上岗

证书)或岗位实际需要合理确定课时。各地各有关部门还可根据

实际需要,以实现就业创业和脱贫增收为目的,组织开展其他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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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技能培训。每年培训40万人次以上。

(1)以制造业为主的汽车装配、电焊工、钳工、电工、电子

产品加工等培训。(责任单位: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应急

管理厅)

(2)围绕 “组组通”工程,以及高铁、地铁修建等用工需

求,开展混凝土工、钢筋工、筑路工等培训。(责任单位:省住

房城乡建设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3)围绕服务业开展家政服务员、育婴员 (月嫂)、养老护

理员、病患陪护、烹饪、美容美发师等培训。(责任单位:省商

务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联)

(4)围绕旅游业发展需要,开展乡村旅游餐饮服务、乡村旅

游经营管理及标准化、导游讲解员、民族歌舞表演、民族乐器演

奏等特色培训。(责任单位:省文化和旅游厅、省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厅)

(5)围绕刺绣、蜡染、石雕、银饰、民族服装等民间手工艺

制作开展培训,大力培养民族工艺设计大师、营销管理人才和民

族民间技能人才。(责任单位: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商务厅、省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妇联、省供销社)

(三)劳务输出培训。

各市 (州)要建立劳务协作机制,加强与省外和对口帮扶城

市的对接,以县为单位,加强输出地与输入地的劳务协作,完善

落实劳务协议,努力扩大劳务输出规模,鼓励支持用工企业对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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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输出农村劳动力开展培训。做好省内跨县劳务输出前的订单培

训和输出后的在岗培训;依托对口帮扶城市和长三角、珠三角等

经济发达地区,对到省外务工农村劳动力,积极争取协调输入地

的政府部门或企业开展技能培训;每年元旦、春节前后有针对性

地集中组织返乡农民工参加培训。每年开展新增劳务输出培训

159万人次以上,其中跨县输出培训59万人次以上,输出省外

培训100万人次以上。(责任单位: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四)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培训。

聚焦深度贫困县、极贫乡镇和深度贫困村,围绕产业结构调

整和省内、对口帮扶城市的用工需求,依托用工企业、农业合作

社、龙头企业和能提供就业岗位的培训学校为主承接培训,采取

“新型学徒制”“校企合作”、以工代训、项目制订单培训等方式,

按照 “先培训,后上岗,边培训,边上岗”的原则,加强实操实

训,全面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3年内培训100万人次以

上。(责任单位:省扶贫办、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五)易地搬迁劳动力培训。

以搬迁安置点为单位,按照 “搬得出、留得住、能脱贫、能

致富”的要求,对目前留在搬迁安置点的劳动力开展农民向市民

化转变和城市生活技能培训。对有就业意愿的易地搬迁劳动力,

依托各类扶贫车间、建筑行业小微企业等生产经营主体吸纳就业

并开展以工代训,全面落实 “六个坚持”“五个三”及配套政策,

有组织地链接附近园区、工厂、就业车间等,做好以产业就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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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的后续帮扶工作,确保易地搬迁劳动力家庭每户1人以上稳

定就业。3年内集中培训42.62万人次以上,并常态化开展易地

搬迁劳动力的全员培训。 (责任单位: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省生态移民局、省扶贫办)

四、工作要求

(一)建立健全培训档案。

依托贵州省劳动力培训就业信息系统,以家庭 (户)为单

位,建立 “一户一册、一人一档”的就业扶贫和全员培训档案,

做好全程跟踪服务,实施动态管理。培训档案主要包括:姓名、

性别、年龄、身份证号、联系电话、培训时间、培训地点、组织

部门、培训机构、培训教师、培训工种 (类别)、培训后取得证

书、培训后就业增收等情况,对每次接受的不同类别的培训进行

详细记录并备案留存。(责任单位:各市 〔州〕、贵安新区、各县

〔市、区、特区〕贫困劳动力全员培训促进就业工作领导小组)

(二)择优选定培训机构。

各地各部门要适当降低准入门槛,以培训后就业率高、吸纳

农村劳动力就业效果好的用工企业、农业合作社、龙头企业、扶

贫车间和能提供就业岗位的培训学校为主体,聘请各院校、企

业、行业的专家、技术人员和科技特派员,以及当地的 “土专

家”“田教授”、民族民间传承人等作为培训师资。加强培训机构

诚信管理,严格学员考勤、教学组织、考评结业等重点环节的监

管,建立培训机构动态管理和退出机制。上一年度培训合格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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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80%、就业率低于30%的,取消下一年度承担政府补贴性培

训任务资格。培训机构的培训工种范围、培训师资等由各市

(州)、贵安新区、各县 (市、区、特区)贫困劳动力全员培训促

进就业工作领导小组按照市场实际需求,根据培训机构的场地、

设施设备、办学能力、师资力量等情况合理认定。 (责任单位:

各市 〔州〕、贵安新区、各县 〔市、区、特区〕贫困劳动力全员

培训促进就业工作领导小组)

(三)提高培训有效性。

各地各部门要根据实际需求,合理确定培训内容、培训方式

和培训天数 (课时)。围绕产业发展和岗位需求开展订单、定岗

培训,既要有规范的集中培训,又要有田间地头、工厂车间的实

战操作培训。通过增加培训课时、增设实操岗位、配足配强生产

实训指导教师等方式,将实操实训放到田间地头、车间、工地、

林场、扶贫项目区、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等开展。(责任单位:各

市 〔州〕、贵安新区、各县 〔市、区、特区〕贫困劳动力全员培

训促进就业工作领导小组)

(四)多渠道促进就业。

要充分挖掘农业内部就业潜力,深入推进农村产业革命,大

力培育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为农民就地就近就业提供

更多机会。鼓励引导中小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种养大户、家

庭农场、村级集体经济等各类生产经营主体吸纳农村劳动力就

业;支持有条件的农村劳动力自主创业发展种植、养殖产业;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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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就业扶贫车间、就业扶贫基地等建设,积极加强与省内各产

业、工业园区对接,收集整理适合农村劳动力就业岗位;围绕当

地特色种植养殖业、农产品深加工、休闲农业、农村电商、乡村

旅游等产业发展,开发挖掘就业专岗。主动对接东部对口帮扶城

市和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健全劳务协作对接机制,

大规模开展组织化劳务输出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做好就业

跟踪服务,及时全面掌握农村劳动力基础信息,对相关信息进行

更新和动态管理,对已就业的继续做好跟踪服务,促进稳定就

业;对未就业的,每年至少推荐3个以上就业岗位促进就业,确

保易地搬迁劳动力家庭在稳定入住后的30天内实现1人以上就

业。(责任单位:各市 〔州〕、贵安新区、各县 〔市、区、特区〕

贫困劳动力全员培训促进就业工作领导小组)

五、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

各地各部门要强化一把手负总责的责任机制,督促指导同级

贫困劳动力全员培训促进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压实工作任务,严格

按照 “五步工作法”加强干部培训,使各级干部全面掌握培训政

策,为顺利开展工作奠定基础。市 (州)级贫困劳动力全员培训

促进就业工作领导小组要做好对县级的督促指导,县级要切实统

筹协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财政、教育、扶贫、农业、生态移

民、文化和旅游、商务、林业、工会、团委、妇联、残联等部门

的力量,按照 “任务统一分配,工作统一部署,资金统一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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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统一考核”的要求进行部署,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取得

实效。(责任单位:各市 〔州〕人民政府、贵安新区管委会,各

县 〔市、区、特区〕人民政府)

(二)明确责任分工。

建立完善省级统筹抓总,各市 (州)、贵安新区督促指导,

县 (市、区、特区)、乡 (镇)、村具体实施的培训工作机制。省

贫困劳动力全员培训促进就业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全省培训工作的

总体规划,制定全省统一的目标考核办法,统筹督促指导各省直

成员单位按照工作职能划分抓好落实,对各地培训工作开展情况

进行考核,规范收集、发布各类视频培训课件。市 (州)级贫困

劳动力全员培训促进就业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本区域内的培训工作

统筹规划,督促指导各县级贫困劳动力全员培训促进就业工作领

导小组具体推进各项工作。县级贫困劳动力全员培训促进就业工

作领导小组负责制定本县 (市、区、特区)培训项目实施、目标

考核、资金拨付等细则,将目标任务分解落实到各部门,安排县

级财政从到县的培训资金中对各个培训项目给予统筹保障,县级

职能部门要发挥部门优势,加强部门间的协调配合,积极支持形

成合力统筹推进。乡 (镇)政府、村支两委要重点做好培训工作

的组织、宣传,配合县级贫困劳动力全员培训促进就业工作领导

小组和各职能部门做好具体实施和过程监管等工作。(责任单位:

省贫困劳动力全员培训促进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各市

〔州〕、贵安新区、各县 〔市、区、特区〕贫困劳动力全员培训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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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就业工作领导小组)

(三)保障资金投入。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每年要安排专项资金保障培训工作开

展;省扶贫办要指导各县 (市、区、特区)扶贫部门,严格按照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从到县的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中统筹

安排经费,保障贫困劳动力生活补助和培训补贴的实际需要;其

他省级有关部门要结合部门项目积极安排资金予以保障。市

(州)、县级财政部门要根据培训实际需要匹配10%以上的资金,

贫困县可从到县的培训资金中统筹调剂。各地制作视频培训课件

所需经费由各级贫困劳动力全员培训促进就业工作领导小组统筹

各有关部门承担,原则上从部门现有工作经费中统筹调剂解决,

对于部门经费确有不足的,报同级贫困劳动力全员培训促进就业

工作领导小组批准后从本级培训资金中列支。同时要加大对培训

资金的监管和审计力度,确保各项资金安全。(责任单位:省财

政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扶贫办,各市 〔州〕、贵安新

区、各县 〔市、区、特区〕贫困劳动力全员培训促进就业工作领

导小组等)

(四)统一补贴标准。

全省各地各部门执行统一的技能 (创业)培训补贴标准,每

天培训课时不低于6课时,每课时45分钟,培训期间由培训机

构安排学员食宿。一般技能培训补贴按每人每天100元执行,护

工家政培训补贴按每人每天110元执行,一般创业培训补贴按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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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每天120元执行,网络创业培训补贴按每人每天200元执行;

初级职业资格证书技能鉴定补贴按每人200元执行,专项能力证

书技能鉴定补贴按每人100元执行。建立培训与就业 (脱贫)挂

钩机制,在满足培训合格率达80%以上、就业率达30%以上的

前提下,培训后拨付培训机构50%的培训补贴;3个月内实现就

业的,再拨付剩余部分培训补贴。在确保资金安全的情况下,可

提前预拨30%的培训补贴用于启动培训。同时建立生活补助与

到课率挂钩机制,对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培训期间给予每人每天

40元的生活补助,所需资金从下达到各县 (市、区、特区)的

扶贫资金中列支,由县级扶贫部门进行核实到课培训天数 (到课

率低于60%的不予发放),报县级财政部门通过银行卡实名制发

放。(责任单位:各市 〔州〕、贵安新区、各县 〔市、区、特区〕

贫困劳动力全员培训促进就业工作领导小组)

(五)严格目标考核。

通过购买服务采取第三方评估等方式加强对各市 (州)、县

(市、区、特区)农民全员培训的考核,根据考核情况进行综合

排名。各市 (州)、县 (市、区、特区)要建立目标责任制度,

将资金筹集、培训人数、课件制作、培训后就业人数任务细化分

解,层层签订目标责任书,列入各级政府专项考核。各县 (市、

区、特区)要将培训数据录入全省职业培训实名制管理系统进行

规范管理。省贫困劳动力全员培训促进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农

民全员培训月调度和季通报制度,及时掌握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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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对各地培训就业脱贫工作推进情况进行督促指导。各市

(州)、县级贫困劳动力全员培训促进就业工作领导小组要在横

向、纵向上建立月统计报送制度,横向上要掌握每个成员单位培

训任务推进情况,纵向上要掌握各县、乡 (镇)、村的推进情况,

并督促指导各地各部门落实好各项工作。(责任单位:各市 〔州〕

人民政府、贵安新区管委会,各县 〔市、区、特区〕人民政府)

(六)强化追责问责。

建立追责问责机制,省政府对工作重视不够、措施不力、责

任落实不实的省直部门、市 (州)、县 (市、区、特区)政府一

把手进行约谈和问责;市 (州)、县 (市、区、特区)政府要对

重视不够、配合不到位的相关职能部门进行约谈和问责,同时,

县级政府还要对组织宣传不力、基本情况摸排不精准、工作落实

不到位的乡 (镇)进行约谈和问责。建立责任倒查机制,以问责

倒逼责任落实。(责任单位:各市 〔州〕人民政府、贵安新区管

委会,各县 〔市、区、特区〕人民政府)

(七)加强舆论宣传。

各地要加强农民全员培训的宣传力度,以乡 (镇)、村为单

位进行宣传发动,在田间地头、村舍房墙上、各培训点、易地扶

贫搬迁安置点等增设宣传标语,引导农民主动学技能、强本领、

增收入。通过广播、电视、网站、微信、乡村宣传栏、宣传手册

等多种方式,大力宣传技能脱贫、就业致富典型,营造良好氛

围。(责任单位:各市 〔州〕人民政府、贵安新区管委会,各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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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特区〕人民政府)

附件:贵州省农民全员培训三年行动计划 (2019-2021年)

目标任务分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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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送文化下乡
演出

农村公益
电影放映

种植、养殖
及新型职业

农民
烟草种植

1 2 4 6 7 8 9 10 11

1 贵阳市 130000 132767 500000 100000 1205 2074 800 108 9000 22000 23000 3650 1460 1460 730 3321 830 1661 830

2
遵义市

（含仁怀县）
180000 181780 95000 100000 9846 7042 5000 1452 17000 46000 165000 73700 29480 29480 14740 38861 9715 19431 9715

3 六盘水市 230000 235087 90000 100000 11345 3503 1000 1025 6400 27000 92000 64055 25622 25622 12811 29968 7492 14984 7492

4 安顺市 170000 172858 140000 100000 12439 2920 800 950 4700 25000 158000 70800 28320 28320 14160 8485 2121 4243 2121

5
毕节市

（含威宁县）
410000 411618 600000 500000 16273 6620 5500 3300 12000 80000 190000 226540 90616 90616 45308 48654 12164 24326 12164

6 铜仁市 310000 316278 100000 600000 25843 7468 1000 2608 8000 40000 150000 97100 38840 38840 19420 72953 18238 36477 18238

7 黔东南州 500000 508002 70000 600000 28686 9039 1000 3088 21000 71000 363000 217300 86920 86920 43460 77198 19300 38598 19300

8 黔南州 220000 223808 260000 100000 8319 6765 900 1393 14600 40000 120000 150080 60032 60032 30016 62000 15500 31000 15500

9 黔西南州 160000 166426 200000 100000 26606 4569 4000 1048 7000 45000 326000 96550 38620 38620 19310 84771 21193 42385 21193

10 贵安新区 17000 17485 100000 5000 186 0 0 28 300 4000 3000 225 90 90 45 0 0 0 0

11 合计 2327000 2366109 2155000 2305000 140748 50000 20000 15000 100000 400000 1590000 1000000 400000 400000 200000 426211 106553 213105 106553

12 责任部门

各市（州）人
民政府、贵安
新区管委会，
各县〔市、区
、特区〕、乡
（镇）人民政
府

省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厅、省
广播电视局、
省广电网络公
司、乡（镇）
政府

省文化和旅
游厅

省广播电
视局

省教育厅

省农业农村
厅 省烟草专卖

局

省扶贫办
、
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厅、省
科学技术
厅、省农
业农村厅
等

省教育厅
、省人力
资源社会
保障厅

省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厅
、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
、省文化和
旅游厅、省
商务厅、省
总工会、团
省委、省妇
联等

省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厅

2021年

农村劳动力培训（每年）

文化下乡培训
农业生产
技能培训

农民综合素质提升培训（每年)

农村青年
职业学历

教育

转移劳动力
培训

劳务输出培
训

建档立卡
贫困劳动
力技能培
训（合
计）

3 5

省扶贫办、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等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生态移民局、省扶
贫办等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易地扶贫搬
迁劳动力技
能培训（合

计）
2019年 2020年

贵州省农民全员培训三年行动计划（2019-2021年）目标任务分解表

序号 市州

感恩教育培训

基本政策和知
识培训

(广电覆盖农村
家庭户数）

脱盲再教
育培训
（2019-
2020年）

贫困村致
富

带头人培
训

17



 抄送:省纪委省监委,省委办公厅、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省

委统战部,省军区,武警贵州省总队。
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省法院,省检察院。
各民主党派省委。

 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8年12月18日印发

共印1490份,其中电子公文119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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