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唯一以物流为特色的高等院校，连续6年被评为“就业工作先进单位”

来看物流职院毕业生推荐的“最牛专业”

本报6月26日讯 针对网
上出现部分炒作高分考生的行
为，今天下午，省教育厅召集长
沙市一中、湖南师大附中、长郡
中学、 雅礼中学等四所省示范
性高中校长召开严禁高考炒作
座谈会， 要求各地教育部门和
学校严禁炒作高考状元、 高考
升学率， 并要求四所学校发挥
示范引领作用， 为规范办学行
为、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促进人
的全面发展夯实基础。

座谈会上， 省教育厅副厅
长唐亚武要求四所学校带头做
“守纪律、讲规矩”的表率。他指

出，“严禁宣传炒作高考状元、
高考升学率”是一项禁令，也是
一项铁的纪律和不可逾越的红
线。 四所学校作为全省示范性
普通高中的“领头雁”、“排头
兵”， 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带
头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严格做
到“四个不”：一是不通过媒体
宣传高考状元及高考升学率。
二是不对外发布高考录取榜。
三是不组织考试状元报告会等
相关活动。四是不以校友会、家
长委员会名义以贺信等形式宣
传高考成绩。

■通讯员 阳锡叶 记者 黄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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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福彩提醒三湘彩民赶
快去福彩投注站，“抢夺”福彩刮
刮乐“戊戌狗-福禄寿喜”上市营
销活动中的22根10克足金金条，
该活动的截止日期6月30日。

福彩刮刮乐“戊戌狗-福禄
寿喜” 票面值20元， 头奖100万
元，是一款为庆祝戊戌狗年而推
出的生肖纪念票。目前100万元

的头奖尚未中出，真是吊足了三
湘彩民的胃口。

从今年2月1日至6月30日
“百万戌狗闹新春， 豪礼金条送
不停” 活动上线，100根10克足
金金条着实让彩民兴奋不已。只
要您在“戊戌狗-福禄寿喜”彩
票中刮出“金条”特殊奖符，即可
中得10g足金金条一根。中得金
条的彩民，需携带中奖彩票和本
人有效身份证件前往本地区市
州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办理领奖
登记手续，于2018年7月10日前
未办理领奖登记手续的，视作自
动弃奖。市州福彩中心负责查验

彩票和证件(查验前要求彩民在
彩票背面签名)， 查验完成后填
写好《“戊戌狗-福禄寿喜”营销
活动(金条)奖品彩民领奖信息登
记表》并经彩民签字确认。市州
福彩中心将彩票和填写完整的
领奖信息登记表等资料邮寄至
省中心，省中心对相关资料进行
查验后，再将金条奖品直接快递
至幸运彩民。

“百万戌狗闹新春，豪礼金条
送不停” 活动的压轴大戏正在上
演，地点：省内各福彩投注站，主
角： 三湘彩民， 至于这戏精不精
彩，就看各位主角的啦！ ■木子

快来“抢”福彩10克足金金条

连续六年被省教育厅评为
“就业工作先进单位”；2017年学
生毕业设计抽查合格率最高达
到 100%；近三年，毕业生母校
满意度逐年上升……全国唯一
以物流为特色的高等院校———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通
过开展“三百工程”、“三名工
程”、“三促工程”、“金钥匙工程”
等系列工程，人才培养质量与水
平逐年提升。

学校好不好、 专业强不强，
走上工作岗位的毕业生最有发
言权。今天，三湘都市报记者邀
请湖南现代物流职院部分优秀
毕业生推荐他们眼中学校的“最
牛专业”。

【物流工程技术专业】

毕业生：罗华雄， 2009届毕
业生，深圳市艾因尔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创始人， 现任总经理，
公司年营业额5000万元以上。

当时在选学校的时候，发现
学校这个专业是全国高职院校
的第一个物流工程技术专业。在
校深度的专业学习为我现在创
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我的公司是在毕业后五年

创建。现在，公司正朝着良好的
势头不断发展壮大中。
推荐理由：

该专业是2006年在全国率
先申办的物流类专业，是中央财
政支持重点建设专业，是教育部
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试点专业，
是该校重点建设的特色专业。专
业紧密对接物流产业，重点培养能
从事物流系统规划设计、物流中心
运作管理、智能物流流程优化设计
等岗位工作的物流工程师。

教学团队为湖南省优秀教
学团队，校内实训基地为中央财
政支持重点建设基地，24个校外
实训基地能充分满足学生实习
实训需求。本专业坚持深化校企
合作， 校企双主体协同育人，通
过与安吉智行物流有限公司、招
商局物流有限公司、 中铁五局、
中建五局等一批大型国有企业
共建“订单班”和“现代学徒班”，
毕业后可以充分保障就业。近年
来，该专业的就业率一直稳定在
97%以上。

【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

毕业生： 巢军，2017届毕业
生，北京新大陆时代教育科技有
限公司硬件研发工程师。

报考志愿时，我发现开设物
联网技术专业的学校比较少，而
未来急需大量的物联网技术技
能人才。进入学校后，参加社团、

协会，为此花了不少时间，但在
参与社团策划活动的过程中，增
长了工作经验。

物联网包含的范围非常广
阔，想要学好，必定要下一番苦
功夫，而且这个专业的方向都是
相通的。只要根据自己的专业知
识水平，选择好方向，认真学习，
将来必定能成为物联网领域的
佼佼者。
推荐理由：

专业面向物流及相关行业
智能物流相关岗位，培养具备具
有一定的物联网系统构建与集
成能力， 能从事物联网技术应
用、物联网系统管理与维护工作
的高技术应用型专门人才，从事
物联网工程项目的规划、施工管
理，物联网设备安装、调试实施，
物联网项目售后服务，物联网软
硬件产品设计的高素质技能型
人才。

【物流管理专业】

毕业生： 谭勇，2009届毕业
生，深圳市圣禾堂科技有限公司
创始人兼CEO，2017年11月份
成为首批入驻阿里巴巴超级店
商家。

在校期间，我参加过学校组
织的各种活动，担任过学生会干
部，这些锻炼对个人成长帮助很
大。关于学习，首先要打牢专业
基础知识，但更多的还是多去参

与实践。在校期间，我还学习了
网页制作、编程等课程，特别是
学校还提供了大量的实践机会，
这对我创办互联网公司有很大
帮助。
推荐理由：

该专业2004年开始招生，毕
业生和在校生规模位居全国第
一；是2011年湖南首批省级示范
性特色专业，是省现代物流示范
性特色专业群核心专业，是教育
部第二批现代学徒制试点专业，
与德国、马来西亚、巴基斯坦等
国合作办学共建专业、留学生互
派，与京东物流、广汽顺捷、百世
物流等企业有紧密合作。

■记者 陈舒仪 刘镇东 黄京
通讯员 李嘉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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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6月26日讯 今天，长
沙市教育局下发相关通知，各中
小学校于2018年7月14日起统
一放暑假，下学期9月3日正式上
课。按照通知要求，暑假期间，严
禁学校违规补课。

通知鼓励学生走进农村，
走进社区，走进企业，开展公益
劳动、志愿服务、社会调查和素
质拓展等综合实践活动。当然，
也要合理安排学习。通知强调，
各校要科学布置假期作业，严

格控制作业量， 适当布置学科
知识复习巩固类书面作业，确保
学生有自主安排活动的时间。同
时开展假期读书活动，鼓励学生
多读书，读好书。此外，鼓励网络
教育， 指导学生正确使用网络
资源开展学习活动， 充分利用
“长沙市中小学生在线学习中
心”开展暑假知识梳理、个性学
习，切实提高学习效率，减轻学
生及家长负担。 另外，还要坚持
体育锻炼， 鼓励学生选择适合

的运动， 享受体育运动带来的
乐趣。各区县（市）教育局、各学
校要做好学校场馆免费开放相
关工作。

下学期开学前要做好新生
分班工作。小学分班一律按照随
机取样均衡分班； 初中在8月20
日统一组织全市入学考试，初中
学校严格按照“之字路”平行分
班，严禁违规举办各种类型的实
验班、重点班或特长班。

■记者 黄京

长沙中小学7月14日起放暑假
市教育局：假期严禁学校违规补课

省教育厅召开座谈会再次强调
严禁高考炒作是一项铁的纪律

本报6月26日讯“解决了
我的大难题！”53岁的张先生有
点激动，近一年来患癫痫却因家
贫无力治疗，获得20000元救助
后，他有望摆脱病痛的折磨。

6月28日是“国际癫痫关爱
日”，湖南省脑科医院今天正式
启动“爱心抗癫‘痫’宁行动”癫
痫患者救助项目。至此，湖南首
家由医院、爱心企业联合开展的
贫困难治性癫痫患者关爱救助
项目成立。现场对6名符合条件
的贫困癫痫患者提供了救助。

张先生来自常德澧县的农

村，妻子患病无劳动能力，小孩
上初中，是当地低保户。近一年
来， 他发现自己脑子总会突然
糊涂，一分多钟后又清醒过来。
到省脑科医院就诊， 被确诊其
为继发性癫痫， 但因为家庭贫
困，没有及时接受治疗。

湖南省脑科医院院长李小
松介绍， 该救助项目首批将对
符合条件的50位贫困癫痫患者
分别提供5000元-20000元不
等的援助， 有需要的患者或家
属可咨询申请。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刘莉 实习生 苏雨

我省贫困癫痫患者可申请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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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工程技术专业学生在进行物流规划设计实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