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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界 晴 2℃～14℃
吉首市 多云 2℃～12℃
岳阳市 晴转多云 2℃～11℃
常德市 晴 4℃～13℃
益阳市 晴 2℃～13℃
怀化市 多云转晴 2℃～13℃

娄底市 晴 2℃～13℃
邵阳市 晴 2℃～12℃
湘潭市 晴 2℃～12℃
株洲市 晴 1℃～14℃
永州市 多云 3℃～13℃
衡阳市 多云转晴 3℃～13℃
郴州市 多云 2℃～12℃5 市州

新闻

长沙市
今天，晴天，明天，多云转阴天
北风 2级 2℃～13℃

通讯员新闻投稿邮箱：hnrb2012@163.com星期六２０14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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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12日讯（记者 周怀立 通讯
员 陶飞 耿星）近日，在湖南化工职业教
育集团年会上，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分
别与湖南关西涂料公司、株洲兴隆公司和
深圳百莲千滋公司签订了校企深度合作
协议。根据协议，学院将为企业提供“订单
式”培养，企业将在学院设立奖学金，支持
学校人才培养。这是湖南化工职教集团加
强校企深度融合的最新动作。

湖南化工职教集团是由湖南化工职
院牵头，于2009年成立的，成员包括相关
81家职业院校、企业、行业协会、科研机
构等。集团成立之始就响亮提出，要以校
际合作、 校企合作和产学研结合为主要
形式， 以推进湖南化工职业教育和湖南
化学工业校企深度融合， 根据企业需要
培养合格的技能型人才。

集团成立后， 积极开展共建共享活动。

去年来，就完成校企合作项目30多个。集团
院校与企业专家一起，重新修订了应用化工
技术、 化学制药技术等专业核心课程标准
180多个。同时，集团内企业接纳院校专任教
师实践锻炼400多人次，接纳学生实训1.2万
多人次。校企深度融合，对学生能力提高起
到积极作用，使集团内院校学生成为就业市
场“宠儿”。目前，集团已经先后与宁波万华、
湖南丽臣、潍柴动力等知名企业签订订单培

养协议，订单班已达60个。去年以来，集团共
举行4次大型人才供需见面会， 集团内院校
主体专业毕业生在集团内就业率达70%。

目前，集团又在谋划新的“融合”。根
据既定计划，在2015年，集团成员将扩充
到150家。同时，将加大校企双向培养人
才力度，优化院校专业设置，加快集团共
享课程建设， 并逐步健全企业员工培训
体系，完善毕业生质量认证体系。

本报12月12日讯（记者 曹辉 通讯员
李志光 谢伶俐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沿
海产业转移企业落户湘乡， 企业对标准
化厂房的需求量不断增加。 湘乡经开区
改变以前“作坊式”生产方式，大力推进
标准化厂房建设，目前已完成一、二期近
10万平方米建设，三期8万平方米标准厂
房正在启动前期手续办理等工作， 计划
明年上半年建成。

总投资4.5亿元的吉昌动漫玩具（湖

南） 有限公司2012年2月落户湘乡经开
区。为解决急需生产的要求，园区管委会
向投资商推荐了该区中小企业创业服务
基地， 租赁标准化厂房8000平方米于当
年9月份实现投产。“对于企业来说，时间
就是金钱。进驻标准化厂房，可以为企业
节约购地、建设、装修厂房的时间，以最
快的速度将手中的资金、 技术转化为生
产力，减少企业投资风险。”该公司法人
代表陈宏吉谈到入驻标准化厂房给企业

带来的好处时滔滔不绝。
标准化厂房正成为湘乡经开区工业发

展“加速器”。据统计，到12月初，湘乡经开
区标准厂房基地共引进中小企业12家。
“因不满足于当前推进建设的成效，我们还
在继续倒排时间，快马加鞭，高效高质地把
标准厂房建设推向纵深。2015年至2016年
计划再完成22万平方米标准厂房建设，引
进50家食品加工、制造业、新材料等领域企
业，进一步破解土地使用‘瓶颈’，提高土地

利用效率。”湘乡经开区党工委书记、管委
会主任彭建平满怀信心地说。

标准厂房建成投入使用后， 怎样才
能让企业安心发展？“我们园区早就谋划
好解除企业后顾之忧： 推行‘一企一干
部’ 跟踪服务机制。 也就是说从项目落
地、企业进驻、企业投产等每一个环节实
行‘保姆式服务’。同时在硬件建设上下
功夫， 重点强化湘乡经开区基础设施建
设。”彭建平说。

搭好“窝” 引“凤”来
湘乡经开区已建、拟建标准厂房40万平方米，承接沿海产业转移

订好“单” 育“宠儿”
湖南化工职教集团开设60个订单班，毕业生就业率高

湘阴年终考核瘦了身
基层负担大减轻

本报12月12日讯 （蒋纪 徐亚平）“以往年底就是忙着迎
接各个部门的年终考评、检查，现在，检查‘大瘦身’，仅用了半
天时间就完成了所有检查，不仅省时高效，而且为干部腾出更
多的时间抓工作。”12月11日， 在迎接完政府序列单项工作验
收检查后，湘阴县石塘乡党委书记吕乐深有感触地说。

往年一到年底， 各种名目繁多的考核检查纷至沓来，使
一些乡镇、部门疲于应付。为给基层减负，湘阴县下决心从根
本上改变这一状况，改革年度考核检查办法。决定从12月10
日起，利用5天时间，将信访、安全生产、电子政务、民政工作、
控建拆违治违、生态能源、统计、移民开发、消防、动物防疫等
考核项目“打包捆绑”，化繁为简，实行一次性综合考核。5个
联合检查组通过查阅相关台账、资料，现场查看和走访等检
查方法，集中时间，统一检查、分头评分，为年终考评“瘦身”，
这样大大减少了考核时间，节省了考核成本，提升工作效率。
今年该县政府序列单项工作年终检查项目由过去的近40项
缩减为15项。

郴州3年引才5800余名
本报12月12日讯（记者 李秉钧 白培生 通讯员 胡柏生

梁卫华）近日，煤矿瓦斯抽放技术在郴州临武县三区煤矿
成功应用，抽出率比原有技术高出20%以上。该技术是郴州
市煤炭局朱和玲研发的，她是中南大学采矿工程专业硕士
研究生，2010年被引进到郴州工作后， 自主设计了这套技
术，已先后在10多个煤矿得到应用。

几年前，郴州提出“大干新三年，再创新辉煌”，为此，
该市把人才引进作为首选策略，先后出台了人才引进暂行
办法、人才引进“千人计划”实施意见、高层次创新创业人
才“百人计划”工作方案等文件，涵盖人才引进、培养、使用
等各环节，形成了具有比较优势的人才“洼地”。

为广揽人才，郴州连续组织一系列大规模人才集中引
进活动。如去年组织实施人才引进“千人计划”，面向国内
外引进1000名左右高学历、 高层次党政机关管理人才、专
业技术人才及企业经营管理创新创业人才。今年又组织开
展3个批次人才集中引进活动， 引进有硕士以上学历人才
近200人。 此外，郴州采取“一事一议”、“一企一策”等办
法，让引进的人才不仅经济上有“实惠”、社会上有“荣誉”，
且政治上有“地位”，做到“引得进、留得住”。通过多措并
举，近3年来，全市共引进各类人才5800余人。

南岳旅游
搭上两对高铁“快车”
从上海、桂林来南岳可坐高铁直达

本报12月12日讯 （记者 徐德荣 朱章安 通讯
员 文丽贵）12月10日， 沪昆高铁沪长线开通运营、
湘桂高铁启用新的运行图，高铁衡山西站迎来两对
新的高铁“快车”，上海、桂林方向的客人以后可坐
高铁直达南岳。

沪昆高铁沪长线开通后，有一趟往返上海的高
铁列车在衡山西站停靠， 分别为G1301、G1304次，
从上海到南岳全程只需6小时左右； 此前开通的湘
桂高铁，在启用全新运行图后，增加了G535/G538
往返车次在衡山西站停靠， 全程运行时间只需3个
小时，将进一步促进桂林与南岳旅游资源整合。

据了解，G1301、G1304次列车沿途停靠宜春、
南昌、玉山南、杭州等站，通过高铁将南岳衡山、明
月山、滕王阁、三清山、西湖等景点无缝连接，为南
岳衡山开发华东市场开辟了一条快速通道。

12月12日的谐音是“要爱、要爱”,被年轻人称为
“牵手节”。 郴州众多新人选择提前一天登记结婚，迎
接“牵手节”。图为12月11日，郴州市政务中心婚姻登
记处，一对新人用手作“心”形拍摄合影。 李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