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澔如， 特变电工衡阳
变压器有限公司设计部副部
长，高级工程师。主持和参与
近30项国家、 省市级重点项
目研究， 成功研制了一大批
绿色节能的特高压交流产
品，创造了多项世界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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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隐患曝光

本报4月15日讯 今
日，2021年湖南省民营企
业招聘月启动仪式暨现场
招聘会在长沙县人力资源
市场招聘广场举行。此次以
“‘职’在民企，‘就’有未来”
为主题的民营企业招聘活
动为期一个月，持续为民营
企业、中小微企业等各类用
人单位招聘。

现场招聘会共计邀请
山河智能、蓝思科技等200
多家民营企业携20000余
岗位，通过线上线下向广大
求职者抛出“橄榄枝”，吸引
4260人现场参会， 线上直
播带岗关注量51777人次，
当天达成初步就业意向
1200人。

招聘会现场设置了企
业招聘、 我为群众办实事、
直播带岗线上招聘、招聘企
业展示4个专区，旨在通过
“导航式”招聘、“靶向式”求
职、“保姆式”服务等让求职
者全景式、立体式了解企业
和岗位，提高人岗精准匹配
度，并为用人单位和求职者
提供一揽子服务。 与此同
时，此次活动还在湘就业小
程序同步启动了线上招聘
专区。

在“直播带岗线上招
聘”专区，山河智能装备集
团、 长沙开元仪器有限公
司、湖南蓝天机器人科技有
限公司等6家实力民企通
过兴人社APP、就业吧APP
平台将优质岗位送到求职
者屏幕前、手机端，其中山
河智能最高月薪30000元
的营销类岗位一经“端”出，
便引来了直播小高潮。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曾鹤群

“作为一个电力装备的研发
者， 我要为国家能源建设提供更
多绿色、 环保、 节能的高质量产
品。”说这话的是宁澔如，特变电工
衡阳变压器有限公司设计部副部
长，高级工程师。日前，宁澔如获评
“2021年湖湘工匠年度人物”。

获近百项技术创新荣誉

2002年，大学毕业的宁澔如
怀着对陌生环境的美好憧憬，坐
上了从西安到湖南的列车。

“我是江西人，家里希望我在
老家供电局上班， 但我还是希望
在外闯一闯。”大学毕业至今一直
从事变压器研发和设计工作，宁
澔如对初到特变电工衡阳变压器
有限公司的情景还记忆犹新，“一
开始也没想到会待这么久， 不少
同事因为更高的薪酬选择离开，
没想一晃就过去了19年。”

19年时间里， 宁澔如主持和
参与的产品电压等级从110kV到
1000kV， 单台容量从480MVA
到1500MVA的跨越， 成功研制
1000kV世界最高电压等级单相
最大容量的1500MVA单相自耦
变压器、1000kV世界最高电压等
级发电机升压变压器等一大批代
表世界绿色节能创新领跑工程的
特高压交流工程。

作为技术核心骨干， 宁澔如
掌握了特高压交直流输电、 大型

水电、火电、核电主变设计制造、安装
调试等输变电制造领域核心技术。参
与的产品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
奖”1项、“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
“中国机械工业科技进步特等奖”2
项、“中国机械工业科技进步一等奖”
1项等近百项技术创新荣誉。

用智慧架起一条条输变电线路

“海上风电是一种不占用陆地
资源、风速大、效率高的绿色环保能
源。”宁澔如带领的海上风电项目研
制小组，通过多年的研究开发，打破
了合资企业的垄断， 提升了民族企
业的实力， 大大降低海上风电电气
设备的投资成本。

“当时海上风电技术被西门子
ABB等合资企业垄断， 价格居高不
下，这在当时属于‘卡脖子’工程。”
2017年， 宁澔如和团队通过各种方
案对比、试验和样机制作打破合资企
业的垄断，获得了首个海上风电项目
的合同，合同金额近6000万元。

19年里， 宁澔如和他的团队足
迹遍布祖国大地，克服重重困难，用
智慧和汗水架起一条条输变电线
路，“西电东送”、“皖电东送”、“疆电
外送”、“青藏联网”、“三峡工程”等
多项国家战略性特高压工程建设和
国家重大能源项目， 从设计源头确
保了产品一次制造成功和长期安全
运行。

■记者 王智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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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湖南省中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出炉

就业率超98%！中职生同样有出彩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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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15日讯 免学
费、升学途径多、就业前景好
……这些都是中职学校招生
的“金字招牌”，同时，随着中
职学校的师资团队、 德育教
育等不断地完善， 学生和家
长对中职教育的接受和认可
程度也越来越高。今日，记者
从湖南省教育厅获悉， 由湖
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湖南
省教育战略研究中心编制的
《2020年湖南省中等职业教
育质量年度报告》出炉。

2020年， 全省中职学校
招生24.80万人，增长4.29%，
技工学校招生5.50万人，增
长16.6%。同时，中职毕业生
就业率达98.20%， 比上年提
高0.01个百分点， 这充分说
明“选择中职学校，一样可以
拥抱出彩的人生。”

今年形势：
毕业生就业率相对稳定

【案例】长沙汽车工业学
校汽修专业学生黄华中出身
于农村， 毕业后从汽车修理
工开始， 到奔驰汽车特约维
修的高级技师， 再到一家奔
驰3S店的负责人， 最终成为
长沙奔驰汽车维修行业公认
的权威。黄华中当维修工时，
练就了“病车进厂手到‘病’
除，零返修率”的绝技，月收
入近万元， 但他并未满足现
状，看准汽修市场，创办奔驰
3S店。在他的带领下，村子中
先后有30多人走出山村，在
各地从事汽车维修、 机械加
工等工作， 一个人转变了一
村人的观念和命运。

【数据】 中职学校在新
冠肺炎疫情和经济下行压力
的叠加影响下， 维持住了毕
业生就业率的相对稳定 。
2020年， 中职毕业生就业率
达98.20%， 比上年提高0.01
个百分点； 中职毕业生初次
就业平均起薪为2440元/月，

比去年提高11.88%。2017届毕
业生毕业三年后平均收入为
4302.67元/月， 毕业三年薪资
增幅较大，毕业生就业质量较
好。

校企合作：
产教融合共建结硕果

【案例】 以湘菜产业专业
群为依托， 湖南商业职业中专
学校与徐记海鲜、57度湘、华天
大酒店等餐饮企业开展现代学
徒制度试点。按照“合作共赢、
职责共担”的原则，校企共同制
定人才培养方案， 共同制定专
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岗位标
准、企业师傅标准、质量监控标
准及相应实施方案。构建了“双
元共育，五位一体”人才培养模
式， 与企业合作开发了能力递
进式课程体系及配套教学资
源，形成企校共同招生、共同培
养、 共同评价的双主体合作育
人长效机制, 得到了行业企业
的高度肯定。

【数据】 记者了解到 ，
2020年，湖南中职学校通过订
单培养、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
案、 共建课程等合作方式，实
现资源共享，利益共赢，形成
校企人才共育利益共同体。校
均合作企业数达27.32家、合作
企业资金投入达380.77万元。

同时，2020年， 湖南省教
育厅高度重视1+X证书制度
试点工作。坚持以课证融通为
主线， 以协同研究为抓手，积
极推进1+X证书制度试点工
作在湘落地实施。先后开展了
2轮试点院校申报工作， 遴选
了一批行业影响力大、专业特
色鲜明、建设基础完善的院校
参与试点工作。目前，湖南省
中职1+X试点院校扩大至75
所， 认证证书种类扩大至48
种，全年共有2303人申请参加
1+X认证，2003人获得证书，
通过率为87%。

■记者 杨斯涵 黄京

3月以来，湘西龙山县消
防救援大队持续加大消防监
督执法力度， 全力以赴整治
火灾隐患， 重点对辖区未经
消防安全检查擅自营业的单
位进行了摸底排查。

3月16日， 大队在对辖
区某足浴店进行消防安全检
查时， 发现该场所未经消防
安全检查擅自投入使用、营
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
防法》规定，大队给予了该店
责令停产停业、 并处罚款人
民币叁万元整的处罚。 对隐
患单位进行处罚的同时，大

队积极上门服务，指导相关单
位整改消除隐患，按程序申报
消防验收和开业前消防安全
检查。

下一步，龙山县消防救援
大队本着除火患、保平安的原
则，积极联合县教体局、县住
建局、县民政局、县市场监督
管理局对辖区校外培训机构
进行“地毯式”排查，实行“一
处一处查、一家一家过”，全力
消除火灾隐患，主动整治消防
安全违法行为，为龙山县积极
营造良好的消防安全环境。

■通讯员 石敦华

宁澔如：特变电工的领跑者
他19年获近百项技术创新荣誉，创多项世界第一

4月15日，湖南省民营企业招聘月启动。图为招聘会现场。 通讯员 巩如泉 摄

湘西：足浴店未经消防检查
擅自营业被停产停业

湖南省民营企业
招聘月启动
“直播带岗”人气旺
“保姆式”服务很贴心

澔澔涆涆，光明盛貌，字
如其人， 业贯其神。 融合发
输、变电最先进技术，你以世
界为高度首创“湖南创造”，
挺立电力发展里程碑； 你以
绿色节能的创新成果， 让碳
达峰、碳中和行动直抵人心。

颁奖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