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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0月26日讯 10月以
来，我省高职院校迎来了首批全
日制学历留学生，而长沙民政职
业技术学院也成为第一个“吃螃
蟹”的高校。记者昨日从该校获
悉，这个学期，来自马来西亚和
老挝的22名留学生正式进入该
校7个学院的12个专业， 开启为
期三年的留学生活。

马来姐弟异国求学

9月底，22名留学生正式踏
入长沙民政职院， 与中国学生
一起开启崭新的大学生活。其
中， 有两对是来自马来西亚的
亲姐弟：陈詠悦和陈弘正、蔡小
珊和蔡民杰。 谈及留学中国的
初衷， 姐姐陈詠悦说：“由于祖
父从事殡葬行业， 因此我很小
就对殡葬行业心向往之。 民院
的特色专业是现代殡仪技术与
管理， 使我能够学习最先进的
技术技能。”

与姐姐的兴趣迥然不同，弟
弟陈弘正从小就喜欢电气自动
化技术，“我动手能力很强。”去
年，他了解到长沙民政职院推出
招收留学生的计划，于是立即提
出申请。“马来西亚也有很多中
国的大型电气自动化企业，有很
多就业机会。我希望学习到专业
知识， 成长为一名电气工程师，
毕业后一展身手。”陈弘正说。

打造温馨舒适的“留学家园”

作为我省首个“吃螃蟹”的
高职院校，如何培养这批全日制
学历留学生？他们未来的发展会
怎样？长沙民政职院国际教育学
院副院长杨帅介绍，在留学生招
生和人才培养方面，该校瞄准中
国企业“走出去”的“精技能、懂
语言、懂文化”人才短缺痛点，携
手中兴通讯等跨国企业，建设中
兴智慧城市学院“三院一中心”
等国际产教融合创新平台。

据悉，在招生方面，该校严
格审核汉语水平、综合素质和高
中学业成绩，层层把关，遴选高
素质留学生。在人才培养方面，将
行业国际先进标准转化为教学标
准，合作开发教学资源和项目，开
展多层次职业教育和培训， 积极
探索行业、 企业和职业院校协同
育人的留学生培养机制。

三湘都市报记者还从省教
育部门获悉，目前，湖南大众传
媒职业技术学院、长沙民政职业
技术学院、湖南高速铁路职业技
术学院、常德职业技术学院等高
职院校均已陆续招收来自泰国、
缅甸、马来西亚等外国来华留学
生。与此同时，湖南科技职业学
院、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
院、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湖
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湖南汽车
工程职业学院、湖南三一工业职
业技术学院等院校也已取得招
收留学生资质。可以预见，越来
越多的留学生将出现在我省高
职院校里。 ■记者 陈舒仪 黄京

通讯员 杨帅 陈茜

阳光保险
博爱学校落地怒江

为积极响应国家政策
号召， 践行社会责任与担
当，10月23日， 阳光保险第
56所博爱学校揭牌仪式暨
“心灵阳光计划” 落地仪式
在云南省怒江州鲁掌镇鲁
祖完全小学举行。这是阳光
保险在云南援建的第3所博
爱学校。揭牌仪式上，阳光
保险向学校捐赠20万元爱
心款，用于援建学校食堂及
储藏室；捐赠20台爱心电脑
援建学校计算机室；向全体
在校学生捐赠民族服装与
爱心书包。

阳光保险成立13年来，
积极投身各项公益事业，累
计为公益慈善事业投入2.4
亿元。为促进公益活动机制
化、常态化，2009年3月阳光
保险率先在行业内成立了
全国性青年志愿者组织“阳
光保险青年志愿者协会”，
2010年5月注资成立了“北
京市阳光保险爱心基金
会”， 依托爱心基金会这一
平台，阳光保险在全国范围
内开展贫困地区小学的援
建和共建活动。截至2018年
10月23日，已在湖南、贵州、
四川、山东、福建、西藏、云
南、广西、甘肃、重庆及辽宁
等地捐建阳光保险博爱学
校56所，惠及在校师生超过
2.2万名。 ■通讯员 李安琪

经济信息

本报10月26日讯 今天 ，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举行办学
60周年纪念大会。来自国内外
的数千名校友回到校园庆祝母
校甲子华诞。60年来， 该校已
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 20万名
高级专门人才， 为我国现代林
业、 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
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柯
敏、 省政协党组成员袁新华，全
国政协常委赵东花，原环保总局
副局长祝光耀，中国工程院院士
官春云、尹伟伦、李坚、陈学庚、曹
福亮、包振民等出席庆祝活动。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1958年
创办于长沙，是当时湖南少有的
几所本科院校之一。现为省政府
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重点建设
高校。2012年入选国家中西部基
础能力建设工程。 在教育部本科
教学水平评估和湖南省研究生培
养过程水平评估中均获“优秀”。

在60年的历史中，该校先后

搬迁至广州白云山、怀化溆浦大
江口、株洲龙头铺，最后回归长
沙。其五迁四址、五易其名的艰
辛办学历程，在世界高等教育史
上极其罕见。 尽管历尽坎坷，但
一代又一代中南林人，始终不忘
建校初心，坚持特色办学，主动
对接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不仅
本科教学从未间断， 到1993年，
较早地建立起了从本科、 硕士、
博士、博士后教育的完整的人才
培养体系和学位授予体系。该校
还在中国首创了经济林、家具设
计与制造和森林旅游等特色学
科和专业，享誉全国并长期保持
明显优势。

目前，中南林科大已成为国
内少有的同时拥有2家国家工程
实验室的高校。该校国家重点学
科数量、近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
奖及省部级科技奖一等奖的数
量等， 均处于湖南省属高校前
列。 ■记者 黄京 陈舒仪

通讯员 邹敏

本报10月26日讯 今天，备
受关注的我省本科院校“双一
流”建设项目名单终于出炉！“双
一流”建设高校共四所，中南大
学、湖南大学、国防科技大学为世
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湖南师范
大学为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

7所高校入选
“国内一流”建设高校

名单显示，我省“双一流”学
校建设项目分为“双一流”建设高
校、国内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国内
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和高水平应用
特色学院四类。入选“双一流”建
设高校的共有4所， 其中中南大
学、湖南大学、国防科技大学入
围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湖南
师范大学入围世界一流学科建设
高校。 这四所高校也是我省入围
国家双一流名单的高校。

国内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分
为A类和B类共有7所。 湘潭大
学、湖南农业大学、长沙理工大学
入围A类，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湖
南科技大学、湖南中医药大学、南
华大学入围B类。 省教育厅相关
负责人介绍，在教育部第四轮学
科评估中有B+学科的为A类；有
B-学科的为B类。

国内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分
别是湖南工业大学、 吉首大学、
湖南商学院、 湖南理工学院，均
为今年我省调整进入本科一批
招生的高校。 而衡阳师范学院、
湖南工程学院、 湖南文理学院、
长沙学院、邵阳学院、湖南城市
学院、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7所院
校则入围高水平应用特色学院。

236个学科入选
“双一流”学科建设名单

与此同时，今天还公布了本

科院校“双一流”学科建设项目
名单，同样也分为四类，分别是：
12个世界一流建设学科、64个国
内一流建设学科、80个国内一流
培育学科和80个应用特色学科，
共计236个学科。

相关负责人表示，根据去年
国家公布的“双一流”建设学科，
湖南共有国防科技大学、中南大
学、湖南大学和湖南师范大学四
所高校的12个学科入围，此次，
这12个学科直接认定为我省
“世界一流建设学科”。 除世界
一流建设学科以外， 在教育部
第四轮学科评估中进入B+及以
上的学科，经学校申报，可直接
认定为我省“国内一流建设学
科”；在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
中进入B、B-及C+的学科，可直
接认定为“国内一流培育学
科”。“应用特色学科”则采取学
校根据指标限额推荐申报、专
家择优遴选的方式确定。

据统计，中南大学共有33个
学科入围“双一流”学科建设项
目，居榜首。湖南大学紧随其后，
共有29个学科上榜。湖南师范大
学共有21个， 总数位居第三位。
国防科技大学共计有16个入选，
湘潭大学共有15个入选。

将建立“双一流”
建设绩效评价体系

记者获悉，我省要求各高校
要采取有力措施，在“双一流”学
科建设的基础上，相应实施“双
一流”领军人才计划、创新团队
计划、创新人才培养计划、科学
研究计划和产学研平台计划，确
保实现“双一流”建设总体方案
确定的战略目标。湖南省将建立
“双一流” 建设绩效评价体系和
动态调整机制。

■记者 黄京 陈舒仪

帐篷上闪耀的霓虹灯、星空科幻画装扮的教学楼、创意星空讲
坛……10月25日晚，长沙市岳麓区博才洋湖小学2018年第四季星
空帐篷节“向着星辰，出发!”在孩子们期盼的眼神中拉开序幕。现
场，120顶帐篷在校园操场悄然绽放， 繁星点点、 密密麻麻颇为壮
观，这场与星空的对话也打开了孩子们通往天文知识的智慧大门。

记者 刘镇东 黄京 摄影报道

湖南本科院校“双一流”建设名单出炉
快看!哪些高校是赢家,名单是如何出炉的

“一带一路”国家留学生逐梦湖南
我省高职院校迎来首批全日制学历留学生

中南林科大办学60年
培养20万高级专门人才

星空帐篷节
孩子们与星空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