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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来袭，农产
品滞销成了不少贫困地区群众

“挠头”的难题。最近，四川凉
山甘洛县的彝族群众格外高
兴，他们的大凉山花椒鸡鸡
蛋、红皮土豆、核桃软糖等农
特优产品在“e帮扶”平台上
线后受到热捧，上线第一天，
成交额就达到2万多元。

“e帮扶”是在教育部的指
导下，由电子科技大学携手校
友企业共同打造的电商平台，
旨在解决“消费扶贫”信息不
畅通、物流成本高、供需不匹
配等问题，在线集中展销贫困
县的特色产品，汇聚高校和社
会力量助力精准扶贫。该平台
今年 1 月 10 日正式上线，目
前，教育部 45个定点扶贫县

中，已经有44个县的农特产品
在“e帮扶”平台对接上架。

电子科技大学定点扶贫工
作办公室主任杨恩华告诉记
者，自2013年定点扶贫贵州省
黔东南州岑巩县以来，学校不
断探索，将电子信息领域的综
合优势与传统农业的升级改造
融合，为贫困地区开出一辆信
息化“列车”。

破开“冰点”，以“电
子信息+”助推传统种植
养殖业升级

2019年 12月27日，岑巩
县塔山村的“研究生猪倌”郑
培坤目送装满白胖胖生猪的卡
车离开，喜上眉梢：“2019
年，村里的标准化养殖小区已

出栏生猪 4600 头，销售额
1300万元，利润360万元，将
带动9个贫困村的500余户建
档立卡贫困户大幅增收。”

7年前，从畜牧专业毕业
的郑培坤返乡创业搞生猪养
殖，建成了年出栏5000头的标
准化养猪场，努力带领乡亲们
脱贫致富。“但传统养殖模式存
在劳动强度大、病害风险高、
质量难把控等诸多问题”，经过
一系列“试水”，雄心勃勃的郑
培坤也不禁感叹“理想很丰
满，现实很骨感”。

养殖户的难点就是教育扶
贫的着力点。在电子科大的帮
助下，郑培坤开始尝试利用电子
信息，采取“智慧养猪”的发展思
路。从2017年 1月开始，电子

科大先后投入近100万元，帮助
“智慧养猪”项目建成了养殖环
境感知系统、养殖场视频监控系
统、养殖场远程管控系统、养殖
场信息管理系统等4个系统。

“电子信息+养猪”，使养猪产业
从“标准化”升级为“智能化”，从

“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业发展
道路，走上了“知识密集型”的智
能化发展道路。

电子科大挂职岑巩县委副
书记谢继华介绍，除了“智慧
养猪”外，2018年，学校还为

岑巩县大有镇2000亩果园建成
6 套远程可视化农业监控设
备、一套小气候监测站、一套
土壤监测站及一个展示中心，
打造“智慧果园”，帮助岑巩县
83户贫困户提高了收益，每年
每户约增加 6000 元收入。此
外，学校还投入300万元建设

“天空地一体化”水稻农情精准
监测与分析大数据平台，为水
稻长势精准监测、药肥精准施
用提供有力保障。

（下转第二版）

电子科技大学携手校友企业打造“e帮扶”电商平台——

“电子信息+”畅通精准扶贫高速路
本报记者 鲁磊 通讯员 王晓刚 钟兴茂

本报讯（记者 董鲁皖龙）受新冠肺
炎疫情和经济下行压力双重影响，今年大
学生就业创业形势严峻。面对毕业生就业
问题的挑战，辽宁省高职院校通过校企合作
订单培养，“引企入校”“引校驻企”双元育人
等方式，加强校企合作，全面保障学生就
业。截至6月15日，辽宁省高等职业教育应
届毕业生8.7万人，实现就业5.8万人；建档
立卡贫困家庭毕业生就业率达77.19%。

随着辽宁产业转型升级对高素质、复
合型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不断提高，如何
提升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的适配度？订
单、定制、定向开展人才培养是一条可行
之路。

对此，辽宁省教育厅组织省内高职院
校先后与新松机器人、中航沈飞民用飞
机、恒力石化等行业领军企业签订校企合
作战略协议，在满足企业用人需求的同
时，也建立起了学生就业“保障网”，实
现了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实习与生产、
学习与就业“零距离对接”，大大提升了
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的适配度，形成了教
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就业链
等五链融合，全省高职院校1574个专业
布点中有485个开展了订单、定制、定向
培养，占比达30.81%。

为提高高职院校的就业率、专业对口
率和在辽稳定就业率，辽宁省积极推进

“引校进企”办学模式改革，根据企业的
需求，将学生上课地点设在企业，在企业
建立高职院校的实习实训基地和就业基
地，学生工学结合、顶岗实习。同时，通
过基地反馈的信息，倒逼教育教学改革，
提升人才培养与辽宁经济社会发展的吻合
度。截至目前，全省高职院校共建立校企
合作就业基地5804个，建立了高职毕业生稳定的就业渠道。

当前，辽宁高职高专毕业生就业质量怎么样？高职高专专业结构
对经济社会发展支撑度怎么样，是否满足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辽宁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介绍，为全面掌握情况，摸清底数，辽宁省
组织开展了高职近3年毕业生跟踪调查，及时了解高等职业教育专业
结构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吻合度，以及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的契合度，
引导高职院校根据区域产业发展和社会需求，科学合理地调整、设置
专业，优化专业结构和布局。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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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蒋夫尔）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招生委员会日前
公布了2020年普通高校招收内
地新疆高中班毕业生招生工作规
定，录取工作分5个批次进行。据
悉，内高班毕业生在高中学籍所
在省份参加全国统一高考、统一
阅卷。据悉，除军事、国防和公共
安全等部分特殊院校（专业）外，
高校不得规定男女生录取比例，
不得对报考非外国语言文学类专
业的考生作统考外语语种限制。

为确保高考录取工作的客观
公正，实行新高考模式省份内高
班毕业生文理科分类标准为：考
生如选择报考理工类，其选考科
目中至少有两门是理科科目，即
从物理、化学、生物、技术（限
浙江考生）科目中选两门；考生
如选择报考文史类，其选考科目
中至少有两门是文科科目，即从
历史、地理、政治科目中选两
门。实行新高考模式的各办班省

份应在高考评卷统分结束后及时
向新疆教育考试院提供内高班毕
业生语文、数学、外语3门统考
科目及选考科目原始成绩，并说
明本省份高考成绩总分、各单科
分值。2020年以考生原始成绩
作为高考录取依据。

考生成绩及位次、志愿填报
时间和办法由新疆教育考试院通
过官方网站向社会公布，届时考
生可在“内地新疆高中班毕业生
高考网上志愿填报系统”进行志
愿填报。2020年录取工作分5
个批次：本科提前批次、本科一批
次、本科二批次、高职（专科）提前
批次、高职（专科）批次。其中，本
科提前批次、高职（专科）提前批
次采用“梯度志愿”方式投档，投
档原则为“志愿优先，遵循分数”；
本科一批次、本科二批次和高职
（专科）批次采用“平行志愿”
方式投档，投档原则为“分数优
先，遵循志愿”。

2020年普通高校招收内地
新疆高中班毕业生规定出台
内高班毕业生在学籍所在地参加高考

本报讯（记者 郝文婷）按
照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巡视工作领
导小组有关巡察工作要求和自治
区纪委监委安排部署，内蒙古教
育厅党组成立巡察组，从2020
年开始，对直属高职院校党委开
展常规巡察。日前，教育厅党组
巡察组进驻内蒙古机电职业技术
学院，开启巡察工作。

据悉，巡察工作将牢牢把握
政治巡视定位，把“两个维护”
作为根本任务，聚焦全面从严治
党，充分发挥巡察工作“政治体
检”“显微镜”作用，进一步压
实学校党委管党治党职责，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动党的政

治路线落到实处。
巡察组进驻各高校后，将通

过受理信访、听取汇报、个别谈
话、调阅资料、走访调研等方
式，围绕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
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
建设、执行民主集中制和“三重
一大”事项集体决策制度情况开
展巡察监督，着力在违反政治纪
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
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等方
面真发现问题、发现真问题，推
动解决师生反映强烈、侵蚀党执
政基础的突出问题，切实加强党
的领导、强化政治建设、管好干
部队伍。

内蒙古教育厅开启对
直属高职院校巡察工作

2020大学生就业关注

脱贫攻坚脱贫攻坚 教育力量教育力量
高校行动高校行动

在中越边境公母山的半山腰，有
一个广西宁明县爱店镇丈鸡教学点，
这里只有8名瑶族学生，52岁的蕉生
定是这里唯一的老师，一干就是 30
年。

30年来，蕉生定先后教了400多
名瑶族学生，他们中有不少人已走出
大山到外地打拼，有的学生考上了大
学，其中包括他自己的女儿蕉玲霞。
受父亲影响，2016 年蕉玲霞从百色
学院本科毕业后也回到家乡，在爱店
镇中心小学当上了一名语文老师。

现在的丈鸡教学点虽然只有两个
年级8名学生，但是教学点的硬件设
施并不落后，组合推拉黑板、体育用
品等一应俱全。

谈及自己的坚守，蕉生定说：
“我们在这里给孩子们打好基础，他
们可以通过学习去拥有更光明的未
来。”

图为6月23日，在爱店镇丈鸡教
学点，蕉生定给学生们准备午饭。

新华社记者 曹祎铭 摄

一人一校三十载
点亮瑶童求学梦

前不久，广州市市长温国
辉向华南理工大学教授李远清
颁发聘书，李远清正式出任人
工智能与数字经济广东省实验
室（广州）常务副主任。人工
智能与数字经济广东省实验室
（广州）由华南理工大学牵头
建设，将落户华南理工广州国
际校区。该项目首期建设投入
高达20亿元，将助推华南理
工大学广州国际校区蓬勃发
展。作为部省市校四方高起点
打造的一流大学校区，华南理
工大学广州国际校区充分发挥
毗邻港澳的地缘优势，以全球
视野谋划科技开发合作，加快
产出一流科创成果。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习近
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
署、亲自推动的国家战略。广
东省教育厅把推进粤港澳大湾
区教育合作发展，确定为
2019年度“厅长突破项目”。
广东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
划纲要》为遵循，携手港澳，
以互联互通、互学互鉴、共建
共享共赢为重点，推进教育制
度创新和治理能力建设。三地

以改革增动力、激活力，为努
力建设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
群、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
技创新中心、“一带一路”建
设的重要支撑、内地与港澳深
度合作示范区、宜居宜业宜游
的优质生活圈，提供强大的人
才、智力支撑。

创新设计助力大
湾区教育“美美与共”

为给香港科技大学 （广
州）建设“快马加鞭”，4月8
日，广州大学、香港科技大学
在“云端”签署协议，两校共
同出资设立联合科研种子基
金。两校将在机器人专业的人
才培养、产学研合作等方面强
强联合，助推香港科大 （广
州） 高起点办学。2019年 9
月，香港科大（广州）项目破
土动工，该校将通过打破院系
边界、发力交叉学科等“组合
拳”，与香港校区差异化发展。

如何将教育部、广东省所
给的政策红利用好用足，让教
育勇做大湾区合作发展的弄潮
儿？广东省教育厅开展大学

习、深调研、真落实。
“大湾区建设给广东教育提

出了新要求，更带来了新机遇。
广东教育要勇担使命，为大湾区
高质量发展打造强引擎。”在广
东省委教育工委书记，省教育厅
党组书记、厅长景李虎看来，广
东教育要以中央要求、港澳所
需、湾区所向、广东所能作为工
作思路，在教育部与广东省委、
省政府等强力支持下，系统谋
划，努力推进教育改革创新。

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
个关税区、三种货币条件下，广
东教育如何根据产业发展所需、
大湾区特色优势，把大湾区制度
差别转变为创新发展新优势，唱
响大湾区教育合作“同一首
歌”？广东的答案是，大湾区要
打造国际教育示范区，互联互通
是重点，互学互鉴是方法，共建
共享共赢是目标。

广东省教育厅作为推进大湾
区教育合作发展项目的牵头部
门，积极推动，广东省政府、教
育部召开粤港澳三地共同参加的
工作推进会议。教育部、广东省
政府聚焦关键问题，将深化体制

机制改革摆在首位，以高等教育
为重要抓手，共同编制《教育
部、广东省人民政府支持粤港澳
大湾区高等教育合作发展规划》
（以下简称《规划》）。

《规划》系统谋划了总体思
路、发展目标、重点任务等，为
大湾区教育合作做好了顶层设
计。在广东省教育厅推动下，
13个与教育相关的重点项目列
入《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三年行动计划 （2018—2020
年）》等文件。

做好大湾区教育“政策基
建”后，广东省教育厅专门成立
推进大湾区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建立厅长亲自抓、各部门协同推
进的工作机制，将厅长突破项目
分解为30个重点项目，把责任
压实到人，把措施落实到处室，
把时限精准到月。

“大湾区教育合作发展不能
是教育部门的‘独角戏’，而要
引入多方资源，合力开动大帆
船。”景李虎介绍说，广东省教
育厅与省发改委、大湾区内地各
地市等相关机构分工合作，建立
健全协同联动机制。

“最强大脑”驱动大
湾区动能转换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很多
高校难以按时线下复课。开学延
期课不停，粤港澳大湾区高校在
线开放课程联盟奋发有为。该联
盟由8家主流慕课平台建设而
成，集聚1000多门慕课课程，
广东高校学生可一键登录畅学八
大平台。

近年来，中国散裂中子源等
一批国家重大科学装置落户广
东。这为大湾区建设具有全球影
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打下了

“硬基础”，也对高层次科技创新
人才培育提出了更高要求。景李
虎介绍，广东以奋发有为的昂扬
姿态，与港澳强强联合，在资历框
架等方面强化合作，推动人才培
养工作的“车同轨”。广东还探索
建立大湾区高等教育协同发展体
系，大力支持中山大学等高校，搭
建约20个专业联盟等多个高等
教育合作平台。大湾区高校之
间、大湾区高校与国外高水平大
学之间强化合作，共育高端科技
创新人才。 （下转第二版）

广东加强顶层设计、搭建高等教育合作平台、牵头成立教育发展联盟——

唱响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合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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