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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人第一次走进河南机电职
业学院，很难一下子分清这究竟
是学校，还是产业园区。

校园里的大楼门口，不仅挂
着诸如“电气工程学院”“智能
制造学院”“汽车工程学院”等
牌子，紧挨着它们的，还有“龙
翔电气”“上海名匠”“龙瑞汽
车”等一批企业的牌子。

玄机隐藏在大门后。推门而
入，人们会发现，这不仅仅是教
室，也是生产车间、实训基地。

这恰恰是这所职业院校的办
学之道。如今，该校的校企合作
正迈向深水区，逐步实现校企共
建实训基地，能生产，有产品；
共建二级学院，能教学，有学
生；共建研究院，能科研，有成
果；共建众创空间，能创业，有
项目。

党的十八大以来，河南省着
力打造“技能河南”品牌，职业
院校亮点频出，本科转型有声有
色。河南省教育厅副厅长尹洪斌
说 ：“ 借 助 产 教 融 合 、 校 企 合
作，河南经济转型发展速度加
快，正在实现‘弯道超车’。”

高职：高质量融合
带来高质量改变

河南不仅是人口大省，也是
教育人口大省。长期以来，河南
高校资源相对缺乏，就业压力较
大。在产业结构调整、沿海地区
企业向内地转移的过程中，又面
临熟练工人严重缺乏的困境。

“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压力，
要求我们必须转变教育思路，将
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
既改善民生，又实现产业的转型
升级。”尹洪斌说。

2008—2012 年，河南实施
职教攻坚一期工程，解决了传统
职 校 基 础 设 施 薄 弱 的 问 题 。
2014—2018 年，河南又在实施
职教攻坚二期工程，强调要加强
内涵建设，培育办学特色，打造
职教品牌，推动职教“上质量、
上水平、上台阶”，其中，产教
融合、校企合作是重要抓手。

河南机电职业学院院长张震
说：“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职
业教育的本质特征，要办好职业
教育，就必须真正走好校企合作
之路。”

之所以说“真正”，是因为
张震在校企合作上栽过跟头。早

先，对校企合作，他想得简单，
就是“让学生去企业熟悉生产，
进厂后尽快上手”。真正操作起
来，他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学
生到企业实习，既要损耗材料，
又要企业安排专人教学，材料损
耗和人力成本都算在企业头上，
但等学生毕业，可以留在企业工
作的又只有一部分人。如此一
算 ， 企 业 相 当 于 赔 本 赚 吆 喝 ，

“校企合作”有成“噱头”之嫌。
困境如何解决？河南机电职

业学院开始尝试混合制办学。学
校建立产业园区，引进 10 多家
企业，学校提供土地，企业建厂
房和生产线，企业不对外招工，
学校的学生顶岗实习。

比如，该校电气学院与河南
龙翔电气公司以股份制合作办
学，学院占股 51%，企业占股
49%。双方共同确定开设专业，
共同编制专业核心课程，引入企
业新技术、新工艺等教学资源，
实现专业教学要求与企业岗位技
能要求对接。如此一来，形成了

“企业是学院的，学院也是企业

的”这一事实，有效避免了企业
赔本赚吆喝的问题，解开了校企
合作的“死结”。如今，龙翔电
气公司有三分之一的员工都由电
气 学 院 培 养 。“ 这 样 的 校 企 合
作，感觉找对了路子。”公司负
责人说。

借助体制创新，近 5 年间，
河南机电职业学院从一所 1000
人规模的中职院校发展为 1 万余
人的高职院校，有的专业招生分
数线甚至达到二本水平。在整个
河南，与河南机电职业学院类似，
已有 100 多所职业院校开展公办
民助、民办公助、股份制等多元化
办学改革试点，61 所高职院校建
设实训基地 280 个、建成 16 个省
级高等职业教育集团、校企合作

开发课程900余门。
高质量的融合带来高质量的

改变。在全国各类职业院校技能
比赛中，河南捷报频传。近 3 年
来，河南高职院校在全国大赛中累
计获得一等奖 27 个、二等奖 82
个、三等奖 125 个，职业院校技能
竞赛成绩在中西部省份名列前茅。

本科：把专业办在
行业热点上

物理学，停招。
国际经济与贸易，停招。
动物科学，停招。
⋯⋯
这是位于驻马店的本科院校

黄淮学院列出的一份停招专业名
单。近年来，该校主动停招专业

13 个。“不搞这样的大动作不
行。”校长谭贞说，“要实现学校
转型，必须下决心，不适应学校
转型发展、办学效益不好的专
业，坚决停招！”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不仅
是高职院校的挑战，也是地方应
用型本科院校的考题。十八大以
来，河南着力统筹推进本科院校
转型发展，重点引导有条件的高
校加强功能定位和特色发展意
识，指导本科高校确定符合自身
发展实际和社会需求的办学定
位，推动转型高校在人才分类培
养、调整学科专业结构、科研分
类管理等方面进行改革。

（下转第二版）
相关报道见四版

职教加快转型发展，校企合作深度融合，人才大军整装待发——

河南：产教融合助经济“弯道超车”
本报记者 高毅哲 余闯 李见新 蔡继乐

黄淮学院学生在创客空间研究调试飞行器。 （资料图片）

“老师，需要给病人用抗病毒
药吗？”

“应该给病人做个脑脊液检查
以便进一步确诊，但医院条件有限
做不了。根据病人病程两周、病情
在逐渐好转的主诉，还有临床症状
以及对病人舌象、脉象的查体结
果，初步诊断得的是格林—巴利
综合征。这是一种免疫损伤引起
的周围神经脱髓鞘疾病，目前病
因不明，可以用清热泻火的藏药
治疗。”

日前，西藏波密县藏医院的
诊疗室里，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
推拿学院在读博士生陈玉佩面对
病床上四肢软瘫、颈椎不能动弹
的病人，低声请教她的老师赵志
宏。

赵志宏是北京电力医院中医
科主任，还是北京中医药大学首
批 特 聘 专 家 ， 此 番 进 藏 参 加

“2017 同心·共铸中国心”西藏
行大型义诊培训公益活动，他把
自己的学生也带来了。

“不要着急，要有信心，病会
好的。”借助藏族医生米玛的翻
译，赵志宏带着学生边了解病
程、边安慰着痛苦呻吟的病人。

赵志宏麻利地抽出了病人身
下的被褥和枕头，“来，帮病人
躺平，我给她检查一下颈椎”。
病房里几乎所有人都屏住了呼
吸，盯着赵志宏的手。随着两声
轻微的骨节响，赵志宏松开了握
在病人脖子上的手。“好了，她
是颈椎错位，情况比我想象的要
好。”

“来，轻轻转动一下头，看看
脖子能不能动了。”伴随翻译的提
示，病人开始慢慢转动僵硬的脖
子，被病痛折磨已久之后的突然
好转，使她喜极而泣。此时，在

场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赵志宏
又叮嘱：“病人躺时间长了，容易
有压疮，要两小时帮她翻一下
身。”

安排妥手头的病人，赵志宏
又带着学生随米玛匆匆赶往另一
间诊疗室，给一名行走不便的病
人诊治。从青海大学医学院毕业
后，米玛先是在波密县医院工
作，两年前县里成立藏医院，她
就调到了这里。

“特别渴望有培训和进修的
机会，可是每天的病人很多，医
院的医生又少，几乎不可能。”
早些天，听说北京来的专家要来
随诊培训，米玛为此兴奋了好
久。

米玛很珍惜向北京来的专家
学习的机会，她目不转睛地盯着
赵志宏给病人诊疗的一招一式，
并不时用心记下医嘱。

“很巧，这个病人患的也是格
林—巴利综合征，她比刚才的病
人年轻，身体条件也好，恢复和

治疗起来会相对容易。但是病人
情绪有些低落，我们需要给她一
些信心。”（下转第二版）

雪域高原上的一堂临床示教课
本报记者 时晓玲

本报北京 7 月 20 日讯 （见习
记者 王家源） 7 月 19 日至 20
日，教育部直属机关工会第五次
会员代表大会在京召开。部党组
书记、部长陈宝生对大会作出批
示。部党组成员、副部长朱之文
代表部党组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中央国家机关工会联合会副主
席、中央国家机关工委统战群工
部巡视员孙柏瑜出席开幕式并讲
话。

陈宝生在批示中强调，直属
机关工会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党的群团工作重要讲
话精神，在切实保持和增强政治
性、先进性、群众性上取得实
效，在去除机关化、行政化、贵
族化、娱乐化上狠下功夫。要始
终坚持党的领导，进一步组织动
员干部职工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
围；始终坚持服务大局，进一步
组织引导干部职工在推动教育改
革发展稳定第一线建功立业；始
终坚持群众路线，进一步维护和
发展干部职工的合法权益。要以
务实的作风、改革的精神、有效
的举措、积极的成效，汇聚加快
推进教育现代化、努力建设世界
教育强国的强大合力，以优异成
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朱之文代表部党组对直属机

关工会多年来的工作给予肯定，
要求直属机关工会认真学习贯彻
中央精神，肩负起使命责任。要
切实保持和增强政治性，着力动
员直属机关干部职工坚定不移听
党话、跟党走；要切实保持和增
强先进性，着力提升干部职工干
事创业能力、创先争优动力，汇
聚服务大局的合力；要切实保持
和增强群众性，多做、做好“知
人心”“聚人心”“暖人心”之
事，着力解决干部职工最关心最
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要切实
加强自身建设，大力推动改革创
新，巩固拓展工作品牌，持续深
化作风建设，着力提升直属机关
工会工作的科学化水平。他要求
直属机关各级党组织对直属机关
工会进一步加强领导、强化指
导，为工会开展工作创造有利条
件。

来自教育部机关和直属单位
的 200 余名工会会员代表出席本
次大会。大会审议通过了直属机
关工会第四届委员会工作报告、
财务工作情况报告，选举产生了
直属机关新一届工会委员会、女
职工委员会、经费审查委员会，
通过了 《关于在教育部直属机关
工会第五届委员会组成中实行工
会干部专职、挂职、兼职相结合
的决议》。

教育部召开直属机关工会
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

本报北京 7 月 20 日讯 （见习
记者 欧媚）“严格管理，规范高
校高水平运动队招生”“把高水平
运动队项目纳入体育课程体系”

“逐步推行高水平运动队联赛制
度”⋯⋯这是记者今天从教育部
印发的 《关于进一步加强普通高
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的实施意
见》 中获悉的。

据介绍，我国高校高水平运
动队建设自1986年以来取得明显
效果，为探索教体结合培养高水
平运动员模式积累了丰富经验，
有力推动了普通高校体育工作全
面发展。但当前，高校高水平运
动队建设工作还存在发展目标不
明确、布局不平衡、招生与管理
不规范等问题，直接影响了高校
高水平运动队的整体质量和总体
效益。

《意见》 指出，严格控制高水
平运动队建设学校的规模总量，
现有高水平运动队建设学校总数
原则上不再增加。鼓励高校集中
资源，向足球等国家重点发展项
目、校园普及性较强和增强体质
效果较好的项目进行调整。具备
建设条件的高校所举办运动队项
目数原则上不多于5个。

为了规范高校高水平运动队
招生，《意见》 明确，各高校要完

善高水平运动队招生办法，按当
年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校实际，
合理安排招生计划，严格组织考
试和录取。积极探索高水平运动
员运动技能全国统考或分区联考
制度，对招考人数较多的项目可
采取分区联考，报考人数较少的
项目可采取全国统考。

为深化体育教学改革，大力
普及高水平运动项目，高校要把
高水平运动队项目纳入体育课程
体系，列入教学内容，改革创新
体育课教学形式，广泛开展以高
水平运动队项目为主体的课外活
动和学生群体性竞赛，形成以高
水平运动队项目为主体的校园体
育文化。

《意见》 要求，要妥善处理学
训矛盾，提高学生运动员学业水
平。学校可以根据运动员参加训
练和比赛的特点，制定专门的培
养方案，完善加强文化课学习的
政策措施，帮助运动员完成学业。

《意见》 强调，以实施高水平
足球运动队联赛为突破口，逐步
推行全国高校各项目高水平运动
队联赛制度，并把参加联赛成绩
作为退出和准入高水平运动队建
设的主要参考依据。鼓励高水平
运动队建设高校积极参加国际体
育交流，承办各类体育赛事。

教育部印发《意见》加强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

我国将逐步推行高校
高水平运动队联赛制度

赵志宏医生 （左一） 在为患者诊疗。 本报记者 时晓玲 摄

本报哈尔滨 7 月 20 日讯 （记
者 曹曦） 记者从今天召开的黑
龙江省教育厅新闻通气会上获
悉，10 年来，黑龙江落实从学前
到高校阶段学生资助资金累计
190.08 亿元，资助学生 3582.81
万人次，资助政策实现了公办民
办学校全覆盖、各学段全覆盖、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全覆盖。

黑龙江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构
成因素很多，分布较广，全省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基数平均达 35%
左右。矿区、林区、下岗企业职
工、随迁务工人员中的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人数超过 50%。上学
难、负担重成为经济困难家庭首
要、突出问题。

黑龙江省教育厅厅长徐梅介
绍，黑龙江在严格执行国家有关
资助政策的同时，相继出台了对
义务教育和高中阶段低保家庭寄
宿制学生实行就餐补贴、贫困家
庭学生认定的指导意见等地方政
策，满足了不同年龄、不同学
段、不同地域、不同类型学生的
需求，保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能
够顺利入学并完成学业。在高校
学生资助方面，该省做到“应贷
尽贷、应保尽保”，确保每名贫困
大学生不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
学，不论是新生入学路费，还是
学费、住宿费、生活费，都有政
策、渠道、资金保障，真正做到
了高校学生上学“三不愁”。

黑龙江10年资助学生3582万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