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2月16日讯 备受
关注的湖南高职“双一流”名单
来啦！ 三湘都市报记者今日获
悉， 省教育厅已将湖南第三批
卓越高职院校及高职一流特色
专业群建设（培育）项目进行公
示，包括5所卓越高职院校、120
个湖南省一流特色专业群建设
项目及18个培育项目。

哪些专业能够成为我省一
流特色专业群建设项目？ 省教
育厅相关负责人介绍， 在遴选
过程中， 那些紧密对接区域产
业发展需求，构建合理、办学基
础好、办学成效显著、建设保障
有力的专业群会被优先立项。
另外， 从评审指标体系来看，
“教师队伍与教学条件”“人才
培养”“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
“产教融合”“国际合作”等都成
为重要的考核指标。 而如果出
现“申报专业群相关教师违反
师德师风规定， 并产生重大负
面影响”“申报专业群相关专业
近三年在省教育厅组织的专业
技能抽查、 毕业设计抽查中有
不合格记录”等情况将被减分。

经学校申报、资格审核、参
评名单公示、合规性审查、申报
材料公示、专家评审、评审委员
会审议通过， 确定了湖南省一
流特色专业群120个建设项目

及18个培育项目入围名单。
据统计，入围项目最多的学

校为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包
括民政信息及智能化技术服务、
健康养老服务等4个专业群。长
沙航空职院、 湖南铁道职院、湖
南汽车工程职院、永州职业技术
学院、湖南现代物流职院等均有
3个专业群入围。

根据相关规定， 我省还确定
了有3个一流特色专业群建设项
目入围且符合申报条件的高等职
业技术学院为第三批卓越高职院
校建设单位备选学校，有2个一流
特色专业群建设项目入围且符合
申报条件的高等专科学校为卓越
高职院校培育单位备选学校。经
专家评审、评审委员会审议，湖南
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环境生
物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城建职业
技术学院、 湖南高速铁路职业技
术学院入围第三批卓越高职院校
建设单位名单； 湖南中医药高等
专科学校入围卓越高职院校培育
单位名单。 ■记者 黄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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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职业院校乡村振兴协作联盟在长沙成立

“造血式”扶贫，培养“土专家”“田秀才”

链接

12月16日， 由湖
南商务职业技术学
院承办的全国供销
合作总社职业教育
教学指导委员会大
会在长沙召开。会议
旨在促进信息资源
和改革经验共享，推
动供销合作职业教
育事业大发展。

“供销湘军”强
势崛起，2017年度，我
省在全国供销合作
社系统综合业绩考
核中排名全国第四，
在中部省份中排名
第一， 已连续11年稳
居全国供销合作社
系统第一方阵。

目前， 供销系统
共有高职院校11所，
本科独立学院1所，中
职院校（中专学校和
技工学校）近70所，划
归地方管理为主、继
续保持业务联系的高
职院校3所。供销合作
职业院校自成体系，
既是我国职业教育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供销合作社事业
的重要组成部分。
■记者 刘镇东 黄京

通讯员 王振亚

12月16日，2018年青少年科学健身指导普及和运动技能培训讲座在长沙举行。现场，有资深羽毛球裁判和
体能康复专家主讲及培训，100余名武术项目教练、学生、家长到场。

寒假就要来临，体能康复专家宁克表示，由于天气寒冷，肌肉通常处于一种僵硬的状态，做运动前就需要适当
地进行热身和拉伸，再进行锻炼就可以避免肌肉损伤的可能。他强调，在户外运动时要特别注意自身身体素质情
况，科学健身。 ■记者 刘镇东 黄京 摄影报道

康复专家教你寒假科学健身

活动现场， 全国职业院校
乡村振兴协作联盟正式成立。
据介绍， 该联盟的主要任务是
加强农村实用技术人才、 经营
人才、管理人才的培养，为乡村
振兴提供人才支撑， 开展乡村
振兴情况调查与对策研究，为
政府决策提供参考。

当选联盟理事长的湖南商
务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周忠
新说， 职业院校肩负着培养高
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以及提高
劳动者素质的重要使命， 需要
在乡村振兴战略中承担起重要
历史责任。 职业教育服务乡村
振兴工作， 也能为职业院校拓

展自身发展空间。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科

教社团部部长李殿平介绍，截
至2017年末， 全国供销合作社
系统组织农民兴办的各类专业
合作社达185934个，当年全系
统实现销售额5.42万亿元，同
比增长13.5%。这离不开职业院
校在培育人才、 实践创新等方
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李殿平建
议，联盟在育才的同时，还应服
务于农民就业创业， 如培育家
庭工场、乡村车间等；依托扎根
乡村的部分职业院校， 保护各
地农耕文化、传统手工艺、传统
曲艺等。

职业院校助力
“供销湘军”崛起

职业教育是精准扶贫的重要力量， 也是乡村振兴的
主力军之一。12月15日， 由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牵头
发起的“全国职业院校乡村振兴协作联盟”在长沙成立，
来自全国各地的62所职业院校成为联盟成员单位。据悉，
联盟成立后将加强农村实用技术人才、经营人才、管理人
才的培养，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支撑。

■记者 黄京 通讯员 王振亚

“职业教育是乡村人才培
养的主力军、 乡村产业振兴的
动力源、 乡村文明建设的传播
者以及乡村教育扶贫的排头
兵。”省教育厅副厅长王玉清认
为，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技术
和文化支撑， 是我省职业院校
义不容辞的责任和担当。

据悉，目前，全省高、中职院
校 农 村 生 源 占 比 分 别 为
71.71%、83.98%；每年依托职业
院校通过公费定向培养方式，可
为农村地区定向培养乡村教师、
基层医疗人员、农技员、农电员

等专业技术人员1.2万余人。
广大职业院校坚持产教融

合、校企合作，专业设置对接产
业需求， 课程内容对接职业标
准，教学过程对接生产过程，是
技术传承、 研发和推广的重要
基地。

值得一提的是， 我省职业
院校积极推进“造血式”扶贫，
实施农民大学生培养计划，共
招收3.4万人，有80%的毕业学
员进入村支两委班子或成为村
级后备干部，成为当地的“土专
家”“田秀才”。

【湖南成果】每年定向培养乡村专业技术人员1.2万人

作为全国供销合作社示范
性高等职业院校、 湖南省示范
性高职学院， 湖南商务职院与
湖南省供销合作总社、 北京大
有公司以股份制形式创办了全
国供销系统第一家电子商务平
台———网上供销社， 并参股创
办了鑫瑞惠民供销（湖南）有限
责任公司。 学院还以城乡一体
综合服务平台建设为核心，推
行县域电商战略，实行“一县一
品”，以“平台+专业合作社+农
户”逐步树立县域农产品品牌，
打通农产品进城服务通道，以
农村综合服务站叠加供销社传
统四大经营网络， 建设农村电
商便民综合服务体系，近两年，
累计实现农村电商交易额近40
亿元。

这只是湖南商务职院服务

乡村振兴的一个缩影。 院长李
定珍介绍， 学院秉承“强商惠
农”的办学理念，通过实施“智
囊服务工程”“产业扶贫工程”
“人才支撑工程”“文化传承工
程”这四大工程，在助力湖南乡
村振兴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取
得了明显成效。

“我们正在探索一条‘产教
融合’ 协同培育新时代乡村振
兴人才的创新之路， 为我省乃
至全国高职院校培养高素质技
术技能型涉农人才。”李定珍表
示， 通过引导人才培养与乡村
振兴有效对接， 打造三大重点
建设特色专业群。“根据实际因
地制宜地设置湘茶学院、 农村
电商学院、雪峰山旅游学院等，
并通过改革涉农课程体系，力
促人才培养质量提升。”

【学校举措】实施四大工程服务乡村振兴

【协作联盟】推动职业院校为乡村振兴协同发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