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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1日，在位于合肥市
的安徽省科技馆光影视界区，
小朋友在体验魔法转盘。寒假
期间，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
下，合肥市不少家长带着孩子
来到科学技术馆学习科学知
识，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假期。

方好 摄

科技馆里
度寒假

80%毕业生实现对口专业
就业，这对很多学校来说并非
易事，但湖南信息学院做到了。

这背后，是该校将专业设
置与产业、行业、新业态充分衔
接，使课程与岗位要求无缝对
接。围绕高质量高水平应用型
技术大学的办学定位，湖南信息
学院以综合评价改革为引领，推
动专业设置、师资结构、课堂课
程、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的供给
侧改革，让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

“零距离”，打破长期阻隔在两者
之间的那堵“墙”。

“引”“破”并举打破
阻挡转型之“墙”

2014年，湖南信息学院从

高职院校升格为本科大学，学
校办学之初定位便十分清晰：
办应用型高水平技术大学。

彼时，该校存在不少与学
校办学定位、人才培养方向格
格不入的“积弊”。“重学术、
轻应用”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
个例子。

“一方面是大学生就业
难，另一方面是企业招人难，
高校人才培养供给侧改革起步
慢、力度小是这背后的重要原
因。”湖南信息学院董事长陈
登斌说。

难题怎么破？
湖南信息学院给出的答案

是建立“双师双能型”教师队
伍。一方面是“引”，该校投

入一亿元实施人才强校工程，
在大量引进高学历人才的同
时，筑巢引凤，也从企业引进高
技能技术人才；另一方面是

“破”，从人才培养模式入手，该
校与1000多家企事业单位建
立人才共享机制，每年暑假均
安排教师进企业实践，确保所
有专业课教师均具备企业工作
或实践经历。

“学校真正做到了学历、
能力与业绩并重，树立了鲜明
的用人导向。”湖南信息学院
党委常务副书记姜佐澧说，学
校“双师双能型”教学团队从无
到有，从小到大，从大到强，目
前“双师双能型”教师已经成为
学校教师的主体，为培养应用

型技术人才提供保障和支撑。

改革“指挥棒”推倒
心中之“墙”

人才有了，评价体系也要
随之转变。湖南信息学院校长
杨虹介绍，学校以扭转不科学
的评价方式为导向，坚决克服

“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
唯资历”痼疾，把教学摆在中
心位置，构建了符合自身实际
情况的本科教学评价方案。

该校围绕办学定位，根据
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出台两个

“指挥棒”：一是以培养质量为
目标，对二级学院人才培养进
行改革，出台《二级学院教学
工作考评办法》；二是要求各

二级学院建立对教师的考核指
标体系。

湖南信息学院出台的办法
有“惩”：每个学期实行教师
考核排序，对考核不合格者实
行停课，安排半年时间听课学
习，发放基本工资，半年后再
行考核，如果还是不行就进行
调岗或解除劳动关系。“奖”
的部分则包括：获省级课堂教
学竞赛一等奖的教师可以直接
评副教授，获国家级一等奖的
直通教授。加大教学奖励力
度，最高奖励个人50万元。开
展系列评选活动，根据授课效
果、学生评价结论对教师的课
时津贴进行调整。

（下转第二版）

湖南信息学院紧紧围绕应用型技术大学定位深化评价改革——

打破阻挡转型那堵“墙”
本报记者 阳锡叶 通讯员 杨浩

置身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区
职业中学校园，浓浓的“企业
味”无处不在：数控焊接实训
基地，耀眼的电弧光下，风
管、换热管、分水器等成品整
装待发；物流仓储中心，学生
们正对来自太谷各地的名优特
产分拣货物、打包贴单……

2020年，尽管有疫情影
响，该校毕业生就业依然火
爆。2020 年 5 月学校一复
学，次日就有多家企业上门

“要人”，80多名数控焊接专
业毕业生全部被青岛、浙江的
几家企业预定。“全校毕业生
就业率达到98%，仍好于往
年。”太谷区职业中学校长王
福贵告诉记者。

校企一体，抓牢办
学主动权

“重理论、轻实践”“校企
合作一头热一头冷”……对于
职业教育存在的诸多问题，王
福贵的破解之道是办一所校企
融合的职业学校，以建设现代
功能型中职学校为办学目标，
实现办学自主化、教学实战

化、人才社会化。
2015年，太谷职中立足

专业发展和区域经济需求,创
办太谷聚力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经营范围涵盖商品销售、
旅游接待服务、仓储物流等多
个领域，覆盖学校开设的所有
专业。

“这是一个与学校平行的
国有独资企业，员工为学校全
体教师。企业集教育、生产、
服务、就业、创业于一体，既
是太谷电商产业的集聚地，也
是我校学生的实战基地。”王
福贵介绍。

2016年3月,学校在淘宝
网上成立了山西省首家县级电
商馆——“淘宝·特色中国·
太谷馆”，短短4年时间，已
有荣欣堂食品有限公司、鑫炳
记食业有限公司、三晋川枣业
等近60家企业入驻，并帮助
22 家个体企业开设独立店
铺，为当地产品“抱团上
网”、走向全国搭建了网络平
台。

“网店设计、推广运营、
配货发货、售后服务等都由学

生在教师指导下完成。”王福
贵说，2017年，学校将聚力
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一个淘宝
企业店和3个普通店作为日常
实战项目交给相关专业的学
生，帮助他们实现“零成
本”开网店、“零距离”电商
实战、“零风险”电商创业，
目前学生已参与80多个店铺
建设。

学校还乘势启动了“千校
联盟、百校万店”工程，打造
属于职教人自己的全国性电商
平台，目前已有吉县职业中
学、运城市财经学校、大同市
南郊区职业中学等15所学校
加盟，实现做强做大协同发
展。

由此，太谷职中开启了话
语权、所有权、经营权合一，
诉求一致、责任一致、目标一
致、发展一致的产校合一办学
模式，将学校的产教融合推向
了一个新高度。

实战教学，产教全
程融合

“不是毕业生太多，而是

符合企业需求的毕业生太少。”
为从根本上改变人才供需不对称
的现象，太谷职中确立了以“实
战化、职场化、智慧化、社会
化”为内涵的全新人才培养模
式。

首先，学校通过对当地产业
调研，按照“专业基础相通、技
术领域相近、职业岗位相关、教
学资源共享”的原则，将可在同
一个体系中完成实战训练的专业
组建专业群，把18个专业整合
为六大专业群，实行捆绑式融通
管理机制，制订每个专业群专属
的人才培养方案。

学校根据企业需求和专业发
展进行了课程、教材、考试、评
价等4项改革。在课程设置上，
根据学生认知特点降低一些理论
课程的难度，增强专业课程的适
应性，健全专业课程体系。在专
业理论考试的基础上，增强了对
职业素养和实战技能的考核，并
强化对学生的过程性评价和多元
评价。

以焊接专业为例，教师穆庆
鹏介绍，为切实提高学生实操技
能，数控焊接专业减少了理论性

较强的“焊接工艺”课时，同时
适当增加了“焊工技能强化与训
练”的课时，并先后编制了《焊
条电弧焊》《二氧化碳气体保护
焊》等实操校本教材。

不仅如此，数焊专业群还与
太谷乾博园科技有限公司携手打
造数焊生产车间，在加强原有手
工电弧焊实战的基础上，将生产
任务引入校园，让学生直接参与
机器零配件加工，同时企业每年
为学校更新1000套课桌椅。

“以专业群组织学生实战学
习，不仅同时解决了多个专业的
实战问题，而且利于培养一专多
能的人才。”王福贵介绍，目
前，学校客户信息服务、航空服
务、会计等7个专业已成为国家

“1+X”证书制度试点专业。
为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学

校发挥校企一体优势，建立模拟
薪酬和实际薪酬相结合的薪酬
制，并拿出聚力公司部分利润作
为薪资发给学生。“优秀学生月
薪可达千元，带薪学习，带技能
出校门，已成为产教融合新常
态。”王福贵说。

（下转第二版）

“校企合一”破解产教融合难题
——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区职业中学一校一企一品牌促提质升级

本报记者 赵岩 高耀彬

本报北京 2月 1 日讯 （记
者 林焕新）为保护学生视力，
让学生在学校专心学习，防止沉
迷网络和游戏，促进学生身心健
康发展，教育部办公厅近日印发
《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
作的通知》。

《通知》要求，中小学生原
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
园。确有需求的，须经家长同
意、书面提出申请，进校后应
将手机由学校统一保管，禁止
带入课堂。

《通知》强调，学校要将手
机管理纳入学校日常管理，制定
具体办法，明确统一保管的场
所、方式、责任人，提供必要保

管装置。应通过设立校内公共电
话、班主任沟通热线等途径，解决
学生与家长通话需求。不得使用手
机布置作业或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
成作业。

《通知》指出，学校要通过多
种形式加强教育引导，让学生科学
理性对待并合理使用手机，避免简
单粗暴管理行为。各校要做好家校
沟通，家长应切实履行教育职责，
形成家校协同育人合力。

《通知》要求，县级教育行政
部门要加强工作指导，及时解决学
校手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教育督
导部门要加强日常监督，确保有关
要求全面落实到位，促进学生健康
成长。

教育部印发通知要求

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带手机入校

本报讯（记者 周仕敏）举办教学改革研
讨会、集体备课、交叉听课……从 2019 年
起，广西开展“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多层级集
群结对共建大行动”，全区高校结成14个共建
高校群，覆盖80所高校。

共建以广西师范大学和广西大学、南宁师
范大学、桂林理工大学等高校组成第一层级，
这7所高校又各自吸收若干所本科院校、民办
高校、职业院校组成第二层级共建，往下再由
其他高校组成第三层级和若干小组。

共建工作开展以来，14个共建群共组织
召开共建协商会51次、教学改革研讨会46
次、集体备课会47场次，举办交叉听课活动
42次、教学观摩活动55次、学术沙龙活动34
场，支援方高校领导带队走访受援高校35次。

“广西高校马克思主义学科整体基础较
弱，多层级共建可以凝聚集体智慧，形成协同
育人的合力。”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院长汤志华说。

“通过共建，学科提升明显，感觉非常受
益。”广西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秦桂
秀说。

共建过程中，各高校都拿出“看家本
领”，全心全意帮助兄弟院校,抱团推动全区高
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创新。

广西教育厅组建由20名牵头高校思政课
教学名师、教学能手、优秀教师组成的巡讲
团，分赴各高校开展思政课示范课巡讲62场
次，把思政课教育教学的好经验好做法送上
门，受益人数超过5000人次，覆盖所有思政
课专兼职教师。

“通过充电学习，知识与观念受到一次冲
击和革新。”有20多年思政课教学经验的桂林
旅游学院教授张秋红对结对共建集体学习仍如
饥似渴。一次，听了全区思政课后她还“物
色”到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践教学法、
广西教育学院的问题教学法等好经验，私下前
去“取经”。

“参加共建也让我更努力重读马克思主义
经典原理并提升自己，更加理直气壮地讲好思
政课。”从教多年的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思政课教
师吴絮颖告诉记者，通过参加交流讨论、集体备
课，自己能接收到新的资讯，每次都收获很大。

各共建高校通过共享精彩教案、精彩课件、精彩课程、教学资源库、网
络平台、教学基地等形式，实现了优质资源互补，提高了资源使用效益。

广西大学向共建高校分享了4本案例式校本教材，指导共建高校根
据实际情况修订案例，并将其运用于教育教学实践中，受到师生一致好
评。广西民族大学分享“见爱·不见面”系列思政课战疫小课堂31
堂，受益师生超过5万人次。

同时，针对民办高校思政课教学的短板弱项，广西突出重点难点开
展对口支援，在各层次共建高校群内按“1对1”或“1对2”的原则，
安排21所公办高校对口支援民办高校（含独立学院），重点帮助民办高
校建立健全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工作机制和规章制度、提高教师队伍的
水平、落实教学基本要求等。共建以来，公办高校通过对口支援，共帮
助民办高校健全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工作机制23项、建立思想政治理
论课建设工作规章制度25项，对民办高校指派思政课教师或组建专门
讲师团70人次，参加交流互访人员超过1000人次，带动提升了民办高
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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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蒋亦丰）日
前，浙江省教育厅、省政府教育
督导室公布了第九批基本实现教
育现代化县（市、区）评估结果。

乐清市、平阳县、武义县等
11个县（市、区）此次达到基
本实现教育现代化的标准，被认
定为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县
（市、区）。至此，浙江已实现省
级教育基本现代化县（市、区）
全覆盖。根据要求，基本实现教
育现代化的县、市、区还要落实
政府主体责任，加大教育投入，

统筹谋划高水平教育现代化。同
时，要根据专家组的督导评估意
见，积极整改存在的问题，促进各
类教育协调优质发展。

据了解，为加快推进教育现代
化进程、实现教育强省目标，浙江
省委、省政府从2012年起在全省
开展教育现代化县（市、区）评估工
作。前后共分9批开展督导评估，
先后评估认定了89个县（市、区）和
嘉兴经济开发区、杭州钱塘新区两
个功能区，推进各地基本实现教育
现代化。

浙江实现教育基本现代化县全覆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