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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践 者 说

【教师说】
河南机电职业学院宇通汽车学院教师沈杰：

“线场模式”打破了传统的教育方式，使课堂更灵活，内
容更真实、更丰富、更实用。教学场地由学校搬进了企业生产
车间，搬到了生产岗位，使学生在真实的生产环境中学习真正
的生产技能，在生产活动中验证学习成效，促进学生技能提
升。

【企业说】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校企合作部经理张晓峰：

河南机电职业学院的“线场模式”是深层次的校企合作，使
校企合作不再停留在解决用工需求的浅层次上，让学校教学和
企业生产融合在一起，培养出来的学生更符合企业用人需求，提
升了宇通一线技能人才入口质量，实现了宇通产业工人队伍升
级，同时促进了公司整体效能的提升。

【学员说】
河南机电职业学院巨通电梯学院毕业生张艳薇：

传统的教学模式中，在学校上理论课及实操课学完容易
忘，在实际工作中遇到机器故障，找不出、修不好。“线场模
式”下，学校和企业教师共同给我们上课，带领我们在企业真
实的项目中学习，不仅让我们学到了理论，更重要的是边学
习、边实践，让我们对电梯的制动器拆卸、清洁、检查、调
整、安装等系统知识有了了解，并且在实践中得到了验证。

受疫情影响，今年很多高
校特别是一些职业院校毕业生
的就业压力增大，但河南机电
职业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李二
华并不担心：截至8月16日，
除参加专升本的学生外，该校
八成毕业生已落实就业岗位。
这一数字远高于同期河南省高
职高专院校毕业生平均就业
率。“这得益于该校在产教融
合、校企合作道路上，历经10
余年实践探索形成的‘线场模
式’。”李二华说。

所谓“线场模式”，就是在
产教融合背景下，将“企业生
产一线”与“师生教学现场”
相融合，把企业真实环境作为
育人场景，校企共同培养复合
型技术技能人才。“线场模
式”通过线场体制、线场课
程、线场学分等改革措施让学
校与企业领了“结婚证”，真
正成为一家人，形成了校企命
运共同体。

如何突破校企合作制度屏障——

推行混合所有制等
改革

2009年，在郑州市农业路
上的一家烩面馆，河南龙翔电
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端中
与河南机电职业学院党委书记
张震偶然相识。

正是这次偶遇，让龙翔电
气成为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
受益者，校企双方合作了 10
年之久。10 年来，龙翔电气
也从一家刚刚起步的小公司，
成长为一家“新三板”挂牌企
业。

然而，当时与学校合作的
企业，并不都像龙翔电气这样

“一握手就是10年”。
“当时，校企合作确实面临

着很多困难。校企双方心的融
合、物的融合、财的融合等，
都不是那么容易，我们也走了
不少弯路。好在近年来，国家
对职业教育越来越重视，对校
企合作的政策支持力度不断加
大，特别是去年‘职教20条’
的出台，更让我们感觉到，校
企合作的春天来了！”李端中颇
为感慨地告诉记者。

2019年1月，国务院印发
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
案》提出，“鼓励发展股份制、
混合所有制等职业院校”。

而在河南机电职业学院，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探索从2016
年就已经开始。这样的探索，
后来被该校称为“线场体制改
革”。

线场体制改革就是通过资
产国有、学校管理、企业使用
的“三权分置”改革，打破
体制上的限制，充分调动企
业的积极性。在实施产教融
合、校企合作过程中，学校
让渡部分使用权给企业，校
企双方进行联合办学，培养人
才。这样既充分利用了学校办
学资源，又保障了国有资产安
全；既充分利用了企业教育资
源，又为企业和社会培养了大
批应用型技术技能人才，为企
业 节 约 了 大 量 人 力 资 源 成
本，高校教育资源也为企业
转型升级、技术迭代更新等提
供了直接支持。

2016年，在线场体制改革
指导下，学校通过混合所有制
改革，校企共建了第一个混合
所有制的龙翔电气学院；2017
年与台湾友嘉集团共建友嘉机
电学院；2018年通过托管商丘
民权职教中心，建立制冷技术
学院，通过“驻厂包线”的方
式承包了万宝冰箱企业一条生

产线，把专业建在生产线上，
把专业教学搬迁至生产车间；
2019年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
与北京思威普智业投资公司合
作成立瑞德国际学院……几年
来，河南机电职业学院先后与
企业合作成立了10余个独立二
级学院，实现了学校与企业之
间的深度和长久合作，实现了
校企合作从“综合体”建设到

“生命共同体”建设的转变，实
现了从学科学院向产业学院的
转变。

学生技能如何适配企业需求——

把线场教学点建在
企业、产业园区里

在今年的“6·18电商狂
欢节”中，河南机电职业学院
学生王鹤杰也在线上做起了带
货主播。“当天，我和另外两个
同学一起为创维官方旗舰店进
行直播带货，5个多小时成交
300多万元。”王鹤杰兴奋地告
诉记者。

（下转第二版）

河南机电职院实行混合所有制等改革，实现校企合作新突破——

“线场模式”构建校企命运共同体
本报记者 张利军 通讯员 庞珂 梁晓东

经验篇
职教奋进新时代

河南机电职业学院学生在绿都汽车隔音线场教学点学习。 （资料图片）

本报讯（记者 刘玉）辽宁
省人社厅、省财政厅日前发布
《关于进一步做好职业技能提升
行动有关工作的通知》等文件，
将高校毕业生纳入就业重点群
体，并决定组织高校毕业生进行
免费专业转换及技能提升培训。

此举旨在减轻疫情对高校毕
业生就业创业造成的影响，同时
培养新型高技能人才。符合条件
的高校毕业生参加专业转换培
训，辽宁将按每人每月不低于
1500元的标准给予培训补贴，
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6个月，补
贴直补培训机构。“符合条件的
高校毕业生”包括辽宁籍或在辽
宁高校就读的外省户籍高校毕业

生，2018年、2019年、2020年
离校未就业的全日制高校毕业
生，含技师学院高级工班、预备
技师班和特殊教育院校职业类毕
业生，以及2021年毕业的全日
制高校毕业生。

培训专业包括工业机器人操
作及应用、大数据开发、人工智
能开发、软件系统操作、数字新
媒体制作、物联网应用、动漫制
作、室内装饰设计等 13 个专
业，每人每年最多可参加3个不
同专业转换培训。对通过初次鉴
定并取得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技
能等级证书、专项职业能力证书
的高校毕业生，给予职业技能鉴
定补贴。

辽宁：

高校毕业生可参加专业转换培训

本报讯（记者 蒋夫尔）日
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新闻
办就乌鲁木齐市新冠肺炎疫情和
防控工作举行新闻发布会。乌鲁
木齐市政府副秘书长刘军在发布
会上表示，内地高校开学在即，
经市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研究决
定，从即日起为大中专院校学生
出疆复课就学和患重大疾病等特
殊群体赴内地就医开辟绿色通
道。

上述人员持新疆健康码（含
乌鲁木齐畅行码）“绿码”和近
7日内核酸检测报告 （阴性），
经所在社区核实登记后，即可通
行。上述人员可通过社区包户干
部向所在社区提出进行核酸检测
的申请；市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

核酸检测组统筹安排市疾控中心
或其他有能力的区（县）疾控中
心及检测机构，在收到区（县）
报告24小时之内，组织专业医
护人员上门现场采样，24小时
内出具检测报告交给区（县）疫
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在乌鲁木齐
市全覆盖核酸检测中未发现异
常，可通过社区向区（县）疾控
中心申请，由区（县）疾控中心
开具核酸检测无异常证明，并加
盖区（县）疾控中心公章。

核酸检测无异常证明仅在近
7日内、最近一次核酸检测有效
期内使用。符合上述条件的相关
人员，将由所在社区专人专车点
对点接送，确保绿色通道安全、
快捷、畅通。

乌鲁木齐：

为学生出疆就学开辟绿色通道

“这段时间有风有雨、有血
有泪、有生有死，但只要我们风
雨与共、同舟共济，没有什么困
难是克服不了的，我为我们这支
队伍自豪，也为武汉人民自
豪。”近日，安徽医科大学教授
张泓在学校抗疫模范教师先进事
迹报告会上的一番动人讲话，拉
开了返校学生“开学第一课”的
序幕。6位抗疫一线的模范教师
代表走上讲台，以自己的亲身经
历为教材，为现场师生讲述了他
们的抗疫故事。

张泓是安医大一附院高新院
区副院长、急诊医学科主任医
师。2月13日，她作为安徽省
第四批支援湖北医疗队领队，带
领137名医护人员奔赴武汉，整
建制接管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
院附属协和医院肿瘤中心新冠肺
炎重症病区，荣获全国一线医务
人员抗疫巾帼先锋称号。

“‘武汉人民是英雄的人
民’。在武汉坚守的35个日夜，
我们同武汉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
谊。仁心无界，大爱无疆；守望
相助，共克时艰；此次有幸驰援
荆楚大地，我们全体队员不辱使
命，无悔今生！”张泓的抗疫故
事深深感染了在场师生。

得知医院有医护人员报名支
援武汉抗疫的任务时，董永鹏毅
然向医院递交了请战书：“我郑
重向组织提出请求，申请加入支
援湖北医疗队驰援武汉，自愿到
抗击疫情的第一线。”一起递交
请战书的还有同为该院胸外科护
士的妻子刘霞玲。

董永鹏说：“青年的我们，
应该坚定自己的理想，好学力
行，练就一身过硬本领，始终保
持安医人的艰苦奋斗状态，只有
强大自身才能在人民最需要的岗
位上挥洒青春和热血。”抗疫前
线一个个惊心动魄的瞬间，化作
了同学们新学期励志“精医报
国”的精神动力。

现场聆听报告的安医大马克
思主义学院教师周师说：“这次
抗疫模范教师先进事迹报告会本
身就是一堂生动感人的思政大
课。回去后我会把抗疫模范教师
的英雄事迹和所学所感带到课堂
上，讲清、讲透、讲好中国可歌
可泣的抗疫故事，引导新时代的
青年大学生厚植家国情怀，坚定

‘四个自信’，继承和发扬安医精
神，做人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的守护者。”

“今天的报告会对在场所有
人来说都是莫大的鼓舞。不仅因
为每个人‘努力做一点对的
事’，更是因为老师们‘敬佑生
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
无疆’的职业精神。”2019级临
床医学专业学生晏巍振说，“我
们定将不断提高自身技能水平和
综合素养，早日担起医者的重
任。”

学校第19期思政干部培训
研讨班、第四届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学研讨会成员，部分学生代表
等现场聆听了报告，报告会采取
线下报告和线上直播相结合的方
式，一万余名师生同期线上收听
了报告。

学生返校第一课
抗疫模范教师上

本报记者 方梦宇 通讯员 程焱

暑假里，湖北省襄阳市襄
州区双沟镇肖坡村小学，仍然
是一派繁忙景象：操场上，爱
心企业援建的塑胶跑道正紧张
施工；教室里，市级名师武凯
丽正用“班班通”为学生网上
辅导。整个校园鸟语花香，俨
然一颗掩映在村子里的明珠。

很难想象，这所毫不逊色
于城区学校的农村教学点，两
年前还是陈旧落后、人心涣
散、师生大量流失的“麻雀小
学”。“肖坡村小学的巨变得益
于国家的精准扶贫战略，得益
于襄州区推行的集团化办
学。”襄州区教育局局长蔡继
革说。

肖坡村人多地少，位置偏
僻，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

“以前村里吃水难、行路难，
到处破破烂烂的。村里的小学
陈旧落后，生源流失。前年暑
假，13名教师有7人递交了调
动申请，5个班级仅有64名学
生。”肖坡村小学校长郝新军
说。

而几里外的双沟镇中心小

学却是另一番景象，因教学质
量高，办学效益好，生源爆
满。为让肖坡村小学共享优质
教育资源，襄州区多方调研，
印发 《襄州区集团化办学
（园）实施方案》，双沟镇中心
小学和肖坡村小学“牵手”成
立教育集团，实行“五个统
一”，统一领导班子、教师调
度、教学管理、课程设置和考
核考评。

优秀的师资、先进的管
理，让肖坡村小学一年多就实
现了华丽转身：标准化建设让
学校软硬件提档升级；首次成
功举办了全镇读书节、科技节；
筹建了学校自己的动物园和植
物园，为学生提供劳动实践天
地。2019年底全区调研测试，
该校在综合评估中位居全区第
五，创下历史之最。学生大量
回流，已增加到296人。

“扶贫先扶智，治贫先治
根。让贫困村的孩子接受优质
教育，共享人生出彩的机会，
才能阻断贫困代际传递。”郝
新军说。

在扶贫中，襄州区教育局
意识到，把精准扶贫工作和乡
村振兴战略无缝对接，是防止
群众返贫的可行举措。为此，
在解决了贫困户“两不愁三保
障”后，襄州区又把目光放在
乡村振兴战略上。

找到切合实际的致富项
目，才能真正过上小康生活。
区教育局为肖坡村争取到80
千伏光伏发电项目，每年为村
增加收入6万余元；推广起垄
花生、艾蒿种植，亩产可增收
1500元；帮助梁嘴村试种230
亩晚秋黄梨，搭建400余个蔬
菜大棚，贫困村的收入大幅增
加。为解决群众灌溉问题，确
保旱涝保收，襄州区教育局会
同水利、电力等部门，争取资
金350万元，用于新建8个机

井及3000米水渠，彻底解决
群众用水难题。

为让贫困村彻底旧貌换新
颜，区教育局捐资 83 万元，
为贫困村新建了党员活动室和
文体广场，争取了一批健身器
材，还投入20余万元，做好村
里的绿化、亮化，让村子亮起
来、美起来。“精准扶贫开展以
来，我们见证了村民由贫到富
的转变，现在村民开始追求生
活质量，群众对未来充满了信
心！”村支部书记王海说。

如今，每天傍晚，肖坡村
群众就自发来到村里的文体广
场，打打球、跳跳舞。沉迷酒
桌、牌桌的少了，热爱健身的
人多了，民风民俗在悄然发生
改变，昔日的贫困村在小康路
上正阔步前进。

贫困村升起新希望
本报记者 程墨 特约通讯员 秦志清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新闻·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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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小蔓：岁月如歌

本报讯 （记者 赵秀红） 日
前，财政部发布的《关于做好疫情
防控期间教育收费退付工作的通
知》提出，中央执收单位要切实履行
教育收费（包括高中以上学费、住宿
费，高校委托培养费，党校收费，教
育考试考务费，函大、电大、夜大及
短训班培训费等）管理主体责任。
按非税收入收缴管理制度收取的
2019—2020学年教育收费，按规定
因疫情原因需办理退付或抵扣手续
的，应于2020年8月31日前完成。

同时，中央执收单位已收取的
幼儿园保育教育费和住宿费，按规
定应办理退付或抵扣手续的，也适
用该通知。

通知明确了退付标准和工作流
程。中央执收单位教育收费的退付
标准按照属地化管理原则执行。要
按照“特事特办”的原则，明确教育收
费退付或抵扣内部工作流程，逐项审
核缴款人提出的退付申请，对符合规
定的要及时将款项退付缴款人，或与
缴款人办理抵扣确认手续。

地方院校和公办幼儿园可参照
本通知规定，加快办理相关收费的退
付或抵扣工作。各地财政部门要加强
指导，确保相关工作依法合规推进。

财政部：

疫情期间教育收费
退付8月底前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