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建设知识
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
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 营造
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
的敬业风气。 在经济社会重要转
型发展时期， 我们需要重拾工匠
精神，让工匠精神融入时代血液，
成为时代气质。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制造业是
实现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参
与国际竞争和保障国家安全的基
础所在， 是经济强国的基石和支
撑。2015年国务院发布《中国制造
2025》，是实现制造强国战略的第
一个十年行动纲领， 吹响了我国
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的集
结号。 制造强国需要大批拥有现
代科技知识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
高技能人才，2017年3月教育部等
3部委发布《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
指南》，强调把人才作为建设制造
强国的根本， 走人才引领的发展
道路。德国、日本制造业在世界上
独领风骚，“二战” 后能够迅速崛
起， 大国工匠精神发挥了至关重
要的作用，造就了国家的竞争力。
实现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
变， 对高素质技能人才的需求比
什么时候都越来越迫切， 时代呼
唤大国工匠，这是立国之本、兴国
之器、强国之基。

工匠精神是工匠对自己的
产品精雕细琢、精益求精、追求
完美和极致的精神理念，以及对
职业的认同感、责任感、荣誉感
和使命感，其特质是敬业、专注、
精益、创新。工匠精神一直流淌
于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我国历
史上的四羊方尊、都江堰、赵州

桥、“四大发明”等等，都是工匠
精神的化身，历朝历代工匠们的
智慧和创造，铸就了一部光辉灿
烂的中华文明史。当今，神舟飞
天的“中国高度”， 蛟龙潜海的
“中国深度”，高铁奔腾的“中国
速度”，都是工匠精神的结晶。工
匠精神不只是针对手工劳动者

而言， 绝不限于物质生产的过
程， 更是对一切职业精神的呼
唤，是对专注敬业、品质至上、创
新引领、追求卓越的追求，它代
表着一种情怀、一种执著、一份
坚守、一份责任，一种精神品质。
这种精神是我们干事创业的价
值支撑，是符合发展要求的时代
精神。

让工匠精神成为时代气质，
必须厚植工匠精神的土壤， 对这
种职业精神的追求不能仅仅停留
产业工人队伍建设上， 还要融入
到党政机关干部和各行各业队伍
建设之中， 在全社会倡导正确的
价值导向， 消除不合时宜的体制
机制障碍，形成崇尚劳动、崇尚技
能、崇尚创造的社会共识，让坚守
沉潜之心、爱岗敬业、守正创新的
人赢得尊重、重拾尊荣，使人民对
工匠精神的敬仰、 崇尚融入时代
血液之中， 成为一种文化自觉和
习惯， 人人成为工匠精神的践行
者，在本职岗位上严谨务实、精心
钻研、精打细磨，创新力行，建功
立业。

职业院校是培养大国工匠的
摇篮，是经济强国、制造强国崛起
战略的重要人才支撑。 德国职业
教育因其为制造业造就了大批高
素质技能人才而被誉为德国经济
腾飞的“秘密武器”。我国职业教

育伴随着工业化进程而不断提
高，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办
学规模不断扩大， 教学质量不断
提高，在法规、体系建设、办学体
制、 院校治理体系以及教学体系
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成果，
20多年来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
大批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中国机
械工业教育发展中心的调查表
明， 全国机械行业规模以上企业
近5年来，每年新增劳动力中80%
来自各种类型的职业院校。 一大
批青年学子自强自立，勉励学习，
德技双修，创新创业，深受企业和
用人单位欢迎， 为国家建设和发
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也成就了自
己的精彩人生。

在新常态下， 我国职业教育
尤其是高等职业教育在结构上进
行了进一步的调整， 人才培养模
式将发生重大改变： 产教融合不
断深化，政行校企共同参与、协同
育人的局面即将全面形成， 专、
本、硕成长通道即将打通。这为广
大学子成人成才提供了更为广阔
的空间。 高等职业教育的又一个
春天即将来临， 伴随着这个春天
的，将是一道最亮丽的风景线：工
匠精神融入时代精神血脉， 成为
国人灵魂深处的精神守护！

■文 /益阳职业技术学院
党委书记 谢梅成

让工匠精神融入时代血液

益阳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谢梅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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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阳职业技术学院是经湖南省人民政府批
准、教育部备案的全日制公办高校，教育部人才
培养工作水平评估优秀学校，湖南大学与益阳
市人民政府共建学校。 湖南省唯一开设船舶工
程技术专业群的高等学校， “湖南省汽车制造
业高技能人才培养培训基地”， 湖南省汽车行
业协会第五届理事会副会长单位和益阳现代
制造职业教育集团理事长单位，面向全国招生。

学院坐落在美丽的山水银城益阳市， 是湖
南省 20 所最美高校之一， 现有各类学生近
8000 人，校园面积 580 亩，建筑面积 17 万平
方米，总资产 2.4亿元。 学院拥有先进的现代制
造实训中心、船舶建造实训中心、中央财政支持
的汽车检测维修实训中心、汽车驾驶员培训考
试中心、园林花卉培植中心、畜牧养殖中心、计
算机实训中心等 100 多个实践性教育培训中
心。 秉承育人为本、产学结合、教以致技、学以
致用的办学理念，学院为生产、建设、管理、服务
第一线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高端高技能人才，
先后与中联重科、比亚迪汽车、广州黄埔造船
厂、太阳鸟游艇、奥士康（益阳）公司等 200 多
家国内外知名企业签订就业合作协议，毕业生
就业率高达 92％以上。

学院注重对外文化学术交流和国际合作，
与韩国湖南大学、南海大学签订了合作办学协
议，常年聘请外籍教师执教及国内外知名专家
讲座，先后与加拿大、澳大利亚、以色列、新加
坡、韩国开展联合办学和出国培训，是“湖南省
外派劳务人员培训基地”。

咨询电话：0737-4624888���4625888
咨询 QQ：138080737���2751732519
网 址：http://www.yyvtc.cn
学院地址：湖南省益阳市资阳区迎风桥
来校路线： 汽车北站乘 4路公交车至终点站；汽
车东站乘 13路、26路公交车至汽车北站后转 4
路公交车至终点站； 火车站乘 6路公交车至汽车
北站后转4路公交车至终点站。

三、在校学生奖助学金及
助学贷款办理事项及奖励政策：

1、为激励学生全面发展，学院设有国家奖
学金 8000 元 / 生·年； 国家励志奖学金 5000
元 /生·年； 助学金分为 4000元 /生·年、3000
元 / 生·年、2000 元 / 生·年；总计获奖、助学人
数为 35%以上。

2、学校对贫困生的救助措施：（1）国家助学
贷款；（2）国家奖助学金；（3）学校及合作企业奖
助学金；（4）贫困学生免费医疗保险；（5）企业家
及校友捐赠；（6）提供 100个左右校内勤工俭学
岗位，决不让一名贫困生因家庭困难而辍学。

3、国家任务学生可以凭我校《录取通知书》
及当地村委会、 社区贫困证明到户口所在地教
育局学生资助中心办理助学贷款手续， 办理的
相关材料入学时交学校财务处。 国家助学贷款
相关政策：（1）学生毕业应征入伍、选拔为村官
免于还贷；（2） 每年每生贷款额度不超过 6000
元；（3）每笔贷款还款期限不超过 6 年，毕业后
才开始计算并分期偿还。

4、普高新生高考总分达二本录取线的学生
报考我院并来我院就读， 学院一次性奖励新生
3000元。

一、学院简介 二、2018年高职（大专）招生专业及收费标准
全日制高职大专招生专业与收费标准

【杂费标准】：1、另收公寓费：800 元 / 年或 1000 元 / 年或 1200 元 / 年三档； 教材费 500 元 / 年(按实收取)；收费
标准以省、市发改部门核定的为准，按最新文件执行。 2、开热水供应设备维护费 100元 /生·年。 3、标 *专业为校
企合作专业。4、空调使用费 100元 /生·年。5、粮油食品学院 2个专业免学费条件：省内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的贫困家庭应届高中毕业生或非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的建档立卡的贫困家庭应届高中毕业生。

继续教育学院（培训中心）
2018年自考本科专业设置与学费标准表

联 系 方 式：
18627584007（薛老师） QQ：375241700
13487804227（黄老师） QQ：52990926����
办公室电话：0737-46258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