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4日， 长沙县
图书馆，两名读者在朗
读亭里读诗歌。该朗读
亭是长沙县首个“三
有”（有书香、有温度、有
静气）朗读亭，于近日
正式向读者开放。朗读
亭占地2平方米， 读者
在这里可免费录音、下
载，还可以将录制的声
音分享到朋友圈。

记者 田超
通讯员 刘宇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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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

为加强新时代高等职业
教育人才培养工作，我省高职
院校将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
先，构建“三全育人”机制和课
程、科研、实践、文化、网络、心
理、管理、服务、资助、组织等
“十大育人”体系，形成以立德
树人为目标、党委统一领导、党
政齐抓共管、 各部门协同推进
的“大思政”工作格局。

同时将搭建产教融合平
台，学校要与行业、企业共同
组建职业教育集团、专业联盟、
产业学院等，与企业、科研院
所共建院士工作站、技能大师
工作室、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协同创新中心等平台，协同开
展核心工艺、 关键技术与人才
培养创新。实施“湖南省产教融
合发展工程”， 培育遴选100名
产教融合领军人才、1000名产
业教授（导师）、10000名芙蓉工
匠和技术能手。

根据区域产业转型升级
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积极
推进现代学徒制和企业新型
学徒制试点工作，深入开展多
样化的校企协同人才培养，校
企共建专业、共享师资、共享
资源， 共同编制专业发展规
划、开发人才培养方案、制定
课程标准与考核标准，共同开
发教学资源、 设计教学过程、
实施教育教学，推进校企共建
创新创业实践教育基地。

改善实习实训条件，遴
选认定一批省级职业院校顶
岗实习基地和产教融合型企
业。规范顶岗实习管理，严禁
以任何形式截留学生顶岗实
习期间获得的劳动报酬。建立
毕业标准和行业企业资格证
书融通制度，推行“1+X”证书
制度。还将积极引入第三方机
构对专业人才培养质量进行
评价。

本报4月6日讯 今天上午，26位
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来到宁乡市流
沙河镇开展扶贫助学和产业帮扶活
动。在流沙河镇草冲中学举行的捐赠
仪式上，深圳市力嘉龙科技集团董事
长曹力农等爱心企业家向流沙河镇
200位贫困学子及40个贫困家庭捐赠
现金55万元。

捐赠仪式现场，企业家们与30位
特困家庭学生结成帮扶对子，长期帮
扶。爱心企业家、深圳百科集团董事
长王云辉与学生谢莲结成了帮扶对
子。交谈中，王云辉了解到，谢莲学习
刻苦，品学兼优，去年还获得了年级
第一的优异成绩。 谢莲告诉王云辉，
自己的梦想是当一名作家。王云辉鼓
励她为自己的梦想努力拼搏。 据悉，
结成帮扶对子后，企业家们将从经济
上和精神上两方面对受助学生开展
长期关注和帮扶。来自北京的爱心企
业北京航翔广告有限公司也参与了
现场捐赠。

深圳市力嘉龙科技集团董事长
曹力龙是湖南籍企业家，也是此次活
动的组织者。他表示，此次回湘助学，
是为了响应湖南发起的“户帮户亲帮
亲 互助脱贫奔小康”活动。当天，粤港
澳大湾区企业家一行与流沙河镇政
府举行了产业对接座谈会，在帮助宁
乡土花猪产品进入粤港澳大湾区城
市销售， 以及支持发展当地特色农
业、乡村旅游业、康养产业等方面达
成多个合作意向。接下来，企业家一
行还将前往益阳、湘西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开展助学和产业对接活动，总共
计划资助800名贫困学子。

据悉，为了促成此次粤港澳大湾
区企业家来湘开展捐资助学等公益活
动，省工商联前期开展了积极对接。省
工商联副巡视员甘露介绍，作为“户帮
户亲帮亲互助脱贫奔小康”活动的落实
和创新，下一步，省工商联将组织开展
“万企帮万户”活动，更加广泛发动出资
人，聚焦特殊困难群体，开展捐赠和公
益服务，解决他们的衣、食、住、行，缓解
他们的病残疾苦和孩子上学、 就业困
难。同时，推动省市县各级工商联积极
引导异地商会、境外企业家回乡帮亲，
回报桑梓。 ■记者 苏莉

本报4月6日讯 今日，湖南省市
场监管局公布1批次不合格食品风险
控制和核查处置情况。日前，市场监
管总局发布《关于17批次食品不合格
情况的通告》（2019年第9号），标称长
沙楚成食品贸易有限公司进口、台湾
三风食品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
宝贝滋养南瓜面经抽检钠项目检出
值低于产品包装标签明示值的80%。

收到不合格检验报告后，长沙县
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督管理局对长
沙楚成食品贸易有限公司开展执法
检查。经查，该公司购进该批次不合

格宝贝滋养南瓜面（批次：20180206）
2970瓶， 共计594公斤， 货值17820
元，企业按要求召回8瓶。

造成不合格的原因是，生产企业
在更换新配方时钠含量计算错误，导
致产品标签钠含量标示不正确，在发
现问题后，经销商未及时退回不合格
产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
全法》有关规定，长沙县食品药品工
商质量监督管理局责令上述公司停
止销售和使用不合格食品、召回不合
格食品，限期进行整改。

■记者 黄亚苹

“双高计划”正式启动，我省推进校企协同育人 建设高职优质精品课程

职教对口就业率低于50%专业将整改
多所普通高校纷纷以“双一流”树立标杆，高职院校也将

迎来自己的“双高计划”。日前，教育部、财政部发布《关于实
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简称

“双高计划”），提出要集中力量建设50所左右高水平高职学
校和150个左右高水平专业群，打造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高地
和技术技能创新服务平台。

“双高计划”启动，湖南高职如何发力？三湘都市报记者
从省教育厅获悉，我省已就高职人才培养、专业设置、课程
建设等出台多个文件，以培养出适应产业转型升级、具有创
新能力和工匠精神的高端技术技能人才。

课程是高职院校人
才培养工作的基础，对
保障人才培养质量起关
键作用。为此，我省正在
积极推进优质课程建设
计划，建立省、市、校三
级优质课程体系， 建设
一批具有本土特色、学
校特色的优质精品课
程， 同时加强对优质课
程建设的延续性管理，
避免重复建设。 到2022
年，省级建设高职优质精
品课程1000门，每所高职
院校重点建设至少20门
优质精品课程。积极探索
开发虚拟仿真优质课程，
推进“智能+教育”。到
2022年，省级建设100个
优质专业教学资源库，鼓
励职业院校与国内外相
关企业共建共享优质课
程资源，重点共建实习实
训课程资源。

同时， 强化实践教
学环节，规范实习实训管
理。保证实践性教学场地
和实践性教学课时，实
践性教学课时原则上要
占总课时数一半以上，
顶岗实习累计时间一般
为六个月。 要求职业院
校健全课程评价制度，
对各门课程建设情况进
行综合评价，并逐步提高
课程教学质量在教师职
称评审、绩效考核、评优
评先中的比重。

省教育厅每年开展
省级优秀课程教学团队
遴选工作， 培育一批教
学名师。 定期开展教学
管理人员培训， 培养一
支爱岗敬业的高水平、
高素质课程管理团队。

■记者 黄京

临近升学季，专业选择又
将成为不少考生关注的焦
点。根据规定，我省高职专业
设置要坚持以服务发展为宗
旨，以促进就业为导向，遵循
职业教育规律和技术技能人
才成长规律， 主动适应区域
经济社会发展， 特别是技术
进步和生产方式变革以及社
会公共服务的需要， 适应区
域、 行业对技术技能人才培
养的需要， 适应学生全面可
持续发展的需要。

原则上高职高专院校每
五年组织对所开设专业开展
一轮办学水平自我评估。若
出现“办学条件严重不足、教
学管理混乱、教学质量低下”、
“人才培养明显不适应社会
需求， 就业率连续2年低于
60%、 对口就业率连续2年低
于50%”、“须参加准入类职业
资格考试， 应届毕业生考试
通过率连续3年低于全国平
均水平”等情形，应调减该专

业招生计划或停止招生，并对
该专业进行整改。连续3年不
招生的专业点，高职高专院校
应及时撤销。

省教育厅将建立专业办
学水平分类评价制度， 组织
或委托第三方每年确定1－2
个专业类别开展排序性评价，
评价结果向社会公布，引导考
生选择优质品牌专业。同时建
立健全高职专业设置的预警
和动态调整机制，定期发布年
度专业布点情况， 把招生计
划、招生计划完成率、报到率、
就业率、生均经费投入、办学
质量监测、办学水平合格性评
价、专业分类评价结果作为优
化专业布局、调整专业结构的
基本依据。

记者还获悉，目前我省正
在以技术技能先进、服务能力
卓越、产教深度融合、具有广
泛影响的一流特色专业群建
设为核心，积极推进高职“双
一流”建设。

搭建产教融合平台，推进校企协同育人

对口就业率连续2年低于50%的专业将整改

专业设置

课程建设
3年内， 建设高职优
质精品课程1000门

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来湘捐资助学
与受助学生结成长期帮扶对子

生产企业更换新配方时，钠含量计算错误
省市场监管局处置1批次不合格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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