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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17日， 湖南环境生物职院
举行 2013年顶岗实习、毕业生就业
及校企合作洽谈会， 省内外上百家
单位共提供实习、就业岗位 2500余
个。 刚与深圳景富园林绿化有限公
司签订顶岗就业协议的园林技术专
业大二学生何宇哲开心地说：“真没
想到， 连我们大二学生也这么顺利
地找到了顶岗实习单位。 ”院长陈剑
旄介绍说， 该院上月已成功举行了
医卫类专业专场招聘会， 现在基本
上可以确定学院 2013 届毕业生初
次就业率超过 85%， 八成以上的大
二学生已找到顶岗实习岗位。
实施 123 工程，牵手品牌企业下订
单，吹响就业集结号

“1 个班拥有 2 个实习基地、3
个就业基地， 构建覆盖所有专业、
所有学生的顶岗实习网络体系，签
订满足学生充分需要的订单培养
协议，打造就业高速路。 ”陈剑旄院
长生动地阐述了学院提升办学质
量的新路子。 目前学院每年实习单
位已达 500 余家、6000 多岗位，确
保了每个学生都有顶岗实习岗位，
而且还满足了学生选择的要求。

学院根据市场设专业，依据工
作过程开发课程， 不断创新和实践

人才培养模式。 他们以“早策划、早
启动、早实施”为原则，把就业指导
变成一项常规工作。 该院招生就业
处的订单培养协议足有一尺厚，酒
店管理专业的“华天班”、林业技术
专业的“泰格林纸班”、药学专业的

“紫光古汉班”、“修正药业班”、园林
工程专业的“昆明今业班”等知名企
业的订单协议赫然在目。 从 2011年
起， 学院护理专业每年设立“湘雅
班”， 湘雅医院党委书记肖平博士
说：“前两年， 我们在该院招聘的毕
业生素质高、能力强，不少学生经过
一年顶岗实习已成为业务骨干！ ”
实现“三个打破”，强化技能培养，
与企业零距离对接

就业工作不只是人才培养的
‘临门一脚’，切实提高人才培养质
量才是解决就业的根本之道。 2006
年以来，学院开设了营养师、护士
资格、药剂师、会计证、室内设计师
畜牧师、动物营养师、导游资格证、
园林规划师、景观设计师、软件开
发设计师等 60 余个与专业紧密衔
接的专业资格证培训与考证工作，
同时开展 20 余个工种的职业技能
鉴定，持“双证书”或“三证书”的毕
业生在 90%以上。

为适应企业人才要求，学院在
企业参与下完成了 3 版 600 余万
字的人才培养方案修订， 实现了

“三个打破”，即打破了理论课与实
践课的界限、打破了教室与实训室
的界限、打破了理论教师与实践指
导教师的界限。 近三年来，学生在
国家级、省级专业技能大赛上获得
国家级奖项 20 余项， 省级奖项
100 余项。
实施就业提质工程， 谋求“培养 -
实习 -就业”一体化

针对就业压力不断增大的现
状，该院就业关口前移，将学生顶岗
实习与学生准就业相结合， 实施就

业全面提质工程，实行“一年级打基
础，二年级订单培养，三年级成为准
员工” 的就业工作总体思路。 学院
2012 年启动杰出校友宣传活动，邀
请许多功成名就的校友重返母校，
举办校友就业与创业报告会， 让同
学们耳濡目染感受成功之旅， 为顶
岗实习与就业作好铺垫。

农林类专业较好地实践了“专
业 +公司 + 师生员工”产学结合专
业建设模式。 在公司里实习过的学
生， 毕业时成为企业的抢手货，毕
业两三年后就能成为项目经理或
部门主管。 艺术设计学院许超院长
说：“除了校内实训基地外，学院还

创办了中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并
先后与衡阳艾菲尔装饰设计公司、
桂林莱厅尔景观设计公司、深圳市
朗环境艺术设计公司等 30 多家企
业签订合作协议。 现在我们室内设
计、环境艺术设计等专业学生供不
应求，毕业生自己创业开公司的越
来越多！ ”
校企合作规划成才路，实习就业变
通途

学院创新订单培养模式，其
管理模式是： 在校期间学校为主
企业参与， 实习期间企业为主学
校参与，校方会全程跟踪，打造学
生就业坦途。 陈剑旄院长告诉我
们， 很多企业与高校都有类似的
订单教育， 但大多数都是在大三
时才开始选择， 而湖南环境生物
职院从新生入学就开始选拔培养
对象下订单， 大三的顶岗实习实
际就是准就业！

“我能签约 TCL 到总部工作，
就是因学校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
专业技能学习平台！ ”全国软件专
业人才设计与开发大赛总决赛二
等奖获得者、计算机网络专业毕业
生罗又文自豪地说。

■屈中正 邱向英 戴晓斌

让学生就业成为最好的示范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提升办学质量纪实

本报6月27日讯 PM2.5的
监测城市将扩大，长株潭“公交
卡”一体化也将加速推进……今
天， 记者从省两型办获悉，7月9
日，将召开全省两型社会建设推
进大会，26日， 下半年我省两型
重点和亮点发布。

【环保】PM2.5扩大监测
推进岳阳、常德、张家界等

PM2.5监测网建设，今年计划淘
汰5.15万辆高排放车

长株潭实现PM2.5数据日
报后，今年将推进岳阳、常德、
张家界等城市PM2.5监测网络
建设， 在地级市全面开展PM2.
5防治。

今年， 我省计划淘汰高排
放车辆5.15万辆。 长株潭大气
污染将联防联控， 严格执行国
家机动车排放标准， 启动环保
标志初次核发。出台“黄标车”
限行管理办法，加快淘汰“黄标
车”，严格新车准入。长株潭城
市公共客运，未达标的燃油动力
车将强制报废。三城公交、的士
全面新能源化。

【湘江】百亿治重金属污染
长沙综合枢纽库区启动清

污工程，岳麓污水处理厂和长沙
朗梨污水处理厂排污口调整

湘江长沙综合枢纽库区今
年将启动清污工程，岳麓污水处
理厂和长沙朗梨污水处理厂排
污口也会调整。

加快湘潭双马城市生活垃

圾填埋场、湘潭县生活垃圾简易
填埋场渗滤液污水处理设施建
设，推进湘潭竹埠港重金属废渣
场、陈氏精密化学有限公司废渣
规范化整治。

对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
理计划完成投资100亿元，在产
业结构调整、 工业污染控制、历
史遗留污染治理等方面对流域
八市进行重点整治。

【交通】长沙大托机场迁建
63亿推进长株潭城铁， 三

市城际公交、轨道交通、公共客
运、出租汽车等将“一卡通”

今年我省将着力推动岳
阳－望城、益阳－娄底、娄底－
衡阳等高速公路和杭长、 长昆、
石长增二线等铁路项目。

常德等机场有望改扩建、衡
阳机场有望启建；推动长沙大托
机场迁建，争取年内启动新机场
建设。

争取金洲大道西线-宁乡
段、九华大道、黄桥大道等城际
干道年内竣工通车。金洲大道与
益阳银城大道对接。加快实现湘
江风光带长沙东岸全线贯通。长
株潭综合交通一体化实施方案
也将在今年出台，启动长株潭城
际公交线路优化改造工程建设。
推动三市范围内城际公交、轨道
交通、公共客运、出租汽车等“一
卡通”建设。另城际铁路长株潭
线建设， 今年将完成投资63亿
元。

■记者 张颐佳 通讯员 彭程
实习生 杨沁沁 刘露 龙小连

百亿清湘江，长株潭力推公交一卡通
下半年我省两型重点和亮点发布：大托机场迁建，年内启建新机场

本报6月27日讯 本月到25日，
长沙有24天空气质量优良。入夏以来，
长沙市民纷纷在微博等社交工具里晒
长沙洁净的蓝天。记者获悉，长沙还将
开发空气质量便民提醒功能。 今后，
PM2.5有望像天气预报一样实现预
报，市民可根据预报提前安排出行。

市环境监测中心站透露， 今年元
旦实施环境空气质量新标准以来，长
沙城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为93天。今
年以来， 长沙一直将大气污染防治作
为环保工作的重要内容， 实施机动车
排气污染治理。截至目前，淘汰更新国
家标准以下的黄标公交车2605台、淘
汰黄标出租车4171台，实现了城区黄
标客运出租车全淘汰。

市环保局透露，今后在准确发布
空气质量监测数据的同时，还将加强
空气质量预测、预报系统的研究，并
进一步开发便民提醒功能， 积极引
导市民正确认识PM2.5， 科学对待
空气质量指数变化。 预报PM2.5，无
论是技术还是数据都需要历史积累，
而新标准在长株潭实施刚接近半年，
数据积累和分析还需要一段时间。

■记者 李国平
实习生 张晓兰 马英

长沙PM2.5有望像
天气一样实现预报

省两型办指出，今年我省将重点推进37个建筑节能
及绿色建筑创建计划项目建设， 创建1个以上绿色建筑
集中示范区。

除株洲、浏阳外，公共自行车今年将扩面，启动区县
自行车租赁系统试点示范，省住建厅已着手试点。

公共自行车开进区县

环保连线

PM2.5监测扩面成为我省下半年两型建设工作重点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