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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是学校发展的不竭动力，交
流是学校建设的永恒主题。开放促进
发展，交流带来资源。

怀化学院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采
取“走出去、请进来、融一体”的开放战略
与途径，不断发展壮大。20年的办学实
践，让“一流”从梦想逐步成为现实。

走出去：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何佳，怀化学院计算机科学与工
程学院 2001届毕业生，现为怀化学院
信息中心主任。何佳说，每一次聚会，
同学们都会不约而同地谈起“毕业实
习的经历”。

2001 年 4 月，何佳在益阳中科软
件国家软件产业园实习。实习期间，
他发现一位技术人员研发了一套“人
事管理系统”，采用的开发语言恰好
是大学课程《DELPHI 程序设计》中所

介绍的内容。受此启发，何佳很快研

发出了一套“高等数学自动组卷系

统”，该系统解决并实现了自动生成

高等数学试卷的需求。“这段实习经历

激发了我从事技术研发的热情。”何佳
说，通过亲身体验 IT 行业技术研发人
员的工作，让他想起了一首歌：“长大
后我就成了你。”

发挥企业在高校人才培养中的作
用，怀化学院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走了“三步棋”。

“见习”。每年，学院会组织大一
的学生到北京、上海、深圳、昆山、长沙

等地的大型IT企业开展为期两周的见
习考察。“见习过后，大多学生都学会
了思考。思考着大学毕业后要干什
么？大学生活的每一天该如何度过？
通过见习，学生们的专业学习目标明
确了，专业学习的动力激活了，学习自
主性得到明显提高。”该院负责学生外
出见习工作的黄隆华老师说。

“实习”。要求学生利用 4 个月至
1 年的时间在企业学习掌握一项全新
的技术。“企业是市场的主体，我们培
养的学生要适应市场的需求，就必须
走进企业、了解企业、热爱企业、融入
企业。”该院原副院长张文说。

“参赛”。学院还把组织学生参加

各类学科竞赛作为实施“走出去”战略

的重要抓手。ACM 程序设计大赛是

世界各国高校公认的规模最大、水平

最高的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重要赛

事，被称为是计算机类专业的“奥林匹

克”大赛。2011年，该院代表队获得了
第 36 届 ACM 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
赛亚洲区域赛银奖。2018年，第11届
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该院学
生荣获国家级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2
项、三等奖2项。

“在IT领域重要的学科竞赛，地方
二本院校的学生敢于同一流大学的学
生同台 PK，并取得优异成绩，是办学

实力和育人质量的‘硬核’体现。”青年
教师刘毅文介绍，该院已成为中国大
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中南赛区组委会
秘书长单位。

请进来：
“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

在办学中该院巧妙地引入了“招
商”理论。

“开放引资”。自 2013 年开始，一
年一度的“校企合作怀化论坛”成为了
怀化学院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最为
盛大的“节日”。来自全国各地的IT企
业、省内外高校及怀化市政府机关等单
位的代表，应邀齐聚怀化学院。论坛的
主题始终聚焦“应用型人才培养”。

“校企合作怀化论坛”，增进了企

业对怀化学院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的了解。上海杰普软件、北京千锋科

技、广州粤嵌科技、长沙蓝狐网络技术

等企业纷纷与该院签署了合作协议，
共建“实习就业基地”“人才培养基地”

“校内专业实验实训室”“创客创新基
地”等，共同开发“课程教学资源”，共
同开展产学研合作等。

“‘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我
们搭建平台，建立起应用型人才培养
交流机制和企业反哺教学改革、课程

改革及培养模式改革的常态机制，拓
宽办学资源，掌握社会对高校人才培
养的真实建议，促进专业内涵建设，提
高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该院
彭小宁教授道出初衷。

“筑巢引凤”。CCF为中国计算机
学会，全国一级学会。该院加强与中
国计算机学会的沟通联络，自 2011 年
起，“CCF 走进高校”活动每年都会在
怀化学院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防
科技大学廖湘科教授，加拿大皇家科
学院院士、工程院院士沈学民教授，华
东师范大学副校长周傲英教授，北京
大学黄铁军教授等 100 多位专家学者

来校作学术报告及新技术演讲，让学

生及时了解新技术领域最新的研究方

向和前沿学科动态，以及新技术的发

展趋势和职业岗位需求，为学生的发
展“点亮理想之灯、照亮前行之路”。

“协同引智”。2010年12月，湖南
省对口支援边远地区本科院校启动，
湖南农业大学对口支援怀化学院。怀
化学院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抢抓机
遇，主动对接湖南农业大学信息科学
技术学院，提出精准帮扶程序设计类
课程的建议，并采用联合命题、教考分
离、共同评价的跨区跨校联合考试模
式。不久，吉首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
学院也加入到联合考试之列，2014 年

1月，“三校联考”正式启动。
“3所高校学生的成绩在同一平台

进行公布，让我校学生学习动力倍增，
考试成绩年年有提升，不断缩小与2所
一本院校学生间的差距。”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专业原教研室主任姚敦红说。

融一体：
“我和你，心连心，同住地球村”

“赵敏，博士，客座教授，上海杰普
软件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光铎，
博士，客座教授，湖南青果软件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总裁。”“艾青平，博士，客
座教授，湖南兆美罗伯特创新科技有
限公司CEO。”在该院师资队伍宣传栏

中，3位企业领导简介引人注目。

“除3位老总外，还有50多位企业

高级技术人员在我院任教。”彭小宁

说，2013年7月，上海杰普软件科技有

限公司与怀化学院正式签订联合培养
人才合作协议，先后在计算机科学与
工程学院开办了“物联网工程师班”

“嵌入式工程师班”“软件工程师班”和
“大数据分析工程师班”，探索实施多
样化的校企协同育人模式，校企深度
融合，结成了“命运共同体”。2018 年
7月，校企共建“大数据产业学院”。

校企深度融合，形成了“三元四同

五平台”的联合培养体系。“三元”即学
校、企业和社会的三元运行机制；“四
同”即校企共同制订培养方案、共同实
施培养过程、共同开发教学资源、共同
监督教学质量的校企合作模式；“五平
台”即通识教育平台、专业基础平台、
第二课堂创新教育平台、专业教育平
台、面向岗位的实训平台的课程结
构。其中，专业教育平台的课程，在合
作企业完成。

“我和你，心连心，同住地球村。”
彭小宁介绍，学生在合作企业学习期
间，企业为每个班级配备了1名班主任
和1名生活管理员，班主任每周都通过

《教学周报》向学院领导报告学生的学

习课程、日常表现情况，做到了与学院

保持“三沟通”：教学目标沟通、学习要

求沟通、生活管理沟通，企业对学生管

理真正做到了精细化、个性化、规范

化；课程教学分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
两个环节，由企业技术研发人员承担，
理论教学瞄准新技术的应用，实践教
学基于真实的项目来组织开展，学生
参与企业技术研发人员的项目开发；
大四一年，企业会根据学生的专业能
力和就业意向，安排学生赴各工作岗
位顶岗实习，实现专业学习与就业无
缝对接的目标。

据第三方专业评价机构麦可思
（MCOS）调查统计，该院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专业 2017届、2018届、2019届毕
业生的就业率均超过 95.5%，其中“物
联网工程师班”“嵌入式工程师班”“软
件工程师班”“大数据分析工程师班”
等校企合作班的毕业生全部实现精准
就业。

奏响开放发展“三部曲”
——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怀化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发展纪实（二）

·砥砺奋进 精彩湖南·

湖南日报记者 孟姣燕

2020 湖南国际文化旅游产业博览
会暨文化和旅游装备展（以下简称“湖南
旅博会”），将于6月19日至21日在湖南
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作为中部规模最大
的综合性国际文化旅游展会，今年湖南
旅博会有哪些亮点和新玩法？

5 月 19 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
发布会，本届旅博会组委会介绍相关
情况。

文旅盛宴
7大主体活动亮点纷呈

“锦绣潇湘 品质文旅”是本届湖南
旅博会的主题，多元呈现湖南文化与旅
游的深度融合，凸显“创新引领 开放崛
起”的湖南特色，展示湖南在国际文化旅
游交流合作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

旅博会期间，7大主体活动打造一场
融合旅游、文化、交流、展销、传播于一体
的文旅盛会。

6月19日至20日，文化和旅游部文
化产业项目服务平台文化产业精品项目
对接交流会暨湖南文旅投融资大会，将
在万家丽国际酒店举行。组委会将邀请
多家投融资机构参会，促进文化和旅游
产业项目与资本对接合作。

本届旅博会的开幕式，将于 6 月 19
日在湖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湖南省人
民政府、省市县文化旅游部门、重点景区
及旅行社相关负责人、旅游采购商、文化
旅游企业负责人等将出席开幕式，举行
大湘西精品线路自驾考察体验活动的发
车仪式，开启湖南省文化生态旅游融合
发展精品线路体验之旅。

点亮锦绣潇湘之夜。展会期间，前来
参展参会的嘉宾将共同体验长沙的特色
夜经济生活，长沙将向市民释放多重夜
经济消费优惠措施。

6 月 20 日，湖南省首届智慧文旅新
技术推广应用大会拟在湖南国际会展中
心举行，整合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移
动通信、智能终端、信息资源等多种先进
技术，面向游客、旅游景点、旅游管理部

门推广，集中展示国内外智慧旅游发展
成果和优秀案例，共同探讨文化和旅游
的融合共生与创新发展。

湖南民宿业前景广阔，如何抓住发
展机遇？6月21日，湖南民宿发展调研报
告发布会将于旅博会期间举行，发布湖
南首份民宿发展调研报告。

6月19日至21日，主办方还将举办
8 场旅游推介会，投入千万元级宣传资
源，运用跨媒体创意、新媒体手段、全媒
体资源，将湖南旅博会盛况传播至全球。

展会闭幕式同步举办湘村客栈授牌
仪式暨送客入村颁奖典礼，发布湖南首
批湘村客栈项目授牌单位，总结湖南文
旅“送客入村”工程成果。

交易为先
打造中南地区专业文旅交易平台

“本届旅博会首次以‘政府引导、企
业主体、市场化运作’的方式办展，推动
展会从办会主体到客体、从办会形式到
内容、从办会内涵到外延都实现新的转

型与升级。”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
介绍，本次展会由湖南日报报业集团主
办，华声在线股份有限公司承办，是首次
全面市场化运作的一届产业交易盛典，
充分发挥会展对文旅消费和产业的拉动
作用。

本次展会总面积近 4 万平方米，预
计参展单位 500 家左右，总共设置 6 大
主题展区，包括锦绣潇湘文化旅游形象
展区、文化旅游装备展区、大美中国及
国际旅游精品展区、文化旅游新业态展
区、文化旅游产品特卖展区和文化旅游
扶贫成果展区。不仅呈现湖南文化旅游
融合发展成就，搭建省内外文化旅游业
界交流平台，还将以旅游装备为核心，
充分展示旅游投资、智慧旅游、文创及
动漫、文旅金融等文化旅游产业多个领
域的新业态。

展会首次设立文化旅游产品特卖展
区，将汇聚全省100多家旅行社、200多
家文化旅游商品销售企业和特色文化餐
饮企业，为市民呈现一站式的特惠文化
旅游体验采购服务。外场设置的近 1 万

平方米专业房车展区，汇集几十个品牌
近百款新型房车集体亮相，参展企业将
向市民提供多重购车优惠措施。

本次展会特设了近500平方米的锦
绣潇湘文化旅游扶贫成果展区，大湘西
地区 12 条文化生态旅游精品线路集中
首秀，通过现场展示、产品特卖、文艺演
出、传统手工艺表演等多种形式，充分展
示湖南文化旅游扶贫的典型经验。

“湖南首批十大特色文旅小镇将首次
联袂参展。”组委会介绍，以游艇、房车、直
升机、特色民宿装备等旅游装备企业为核
心，邀请的参展企业从传统旅游行业扩展
到文旅小镇及旅游投资、智慧旅游、文博
文创等相关行业，旨在打造中南地区首屈
一指的专业文化旅游交易平台。

亿元让利
全民共享旅游消费体验

本届旅博会不仅是一个专业的旅游
产业沟通平台，更是一次面向普通大众
的旅游体验盛会。

展会现场几乎覆盖全省文化旅游景
区景点，省内外百家旅行社及OTA将联
动景区、酒店、航空公司等推出“爆款”

“直降”“秒杀”“满减”产品，预计大众旅
游卖场现场将供应 10 万个旅游线路优
惠名额，让利总额超1亿元。消费者将体
验到最齐全的一站式优惠旅游采购服
务。

展会期间，观展市民将在展会现场
享受文化旅游、美食餐饮、房车装备等多
种文化旅游产品的专属折扣，现场旅行
社专区购买组团游和自驾游产品满500
元即可获得旅博会组委会提供的价值
100元专属大礼包。

此外，还有万张景区门票免费送、
5 万份免费礼品大派送。观众打卡签到
旅博会相关展位，即可参与幸运大转盘
活动，有机会获得长沙周边多个知名景
区景点的免费门票。

“展会期间，我们还将以最严防控措
施力保参展商、观展群众、工作人员安
全。”组委会介绍，办展期间结合疫情防
控的实际，制订周密的安全防控应急预
案，使用“健康码”管理制度；门票系统采
用实名制，与长沙市公安系统后台数据
联网。活动现场将严格客流管控，严防人
员瞬间聚集，让市民游客安全、放心、舒
心玩转湖南旅博会。

2020湖南旅博会3大亮点提前看

湖南日报记者 刘燕娟

【茶陵速览】
茶陵县是罗霄山脉片区重点扶贫

县，是株洲市脱贫攻坚主战场。在株洲
市纪委监委统一部署下，该县利用大数
据分析比对，精准发现扶贫领域问题线
索，督促相关行业部门把各项扶贫政策
落实落细。

【现场目击】
一组是惠民惠农“一卡通”补贴发

放情况，一组是去世人口情况，两组大
数据一“碰撞”，立刻显示出所有疑似问
题线索。这是5月中旬，记者在茶陵县纪
委监委看到的一幕。该县秩堂镇马吉村
村委会委员兼秘书刘桃元，正是被比对
数据“盯上”而挨了板子。

2018年5月，马吉村低保户谭某去
世，负责民政低保工作的刘桃元一直未向

镇民政办上报其去世信息。直到去年10
月，通过大数据比对发现问题线索，才核
实到谭某家属多领取了16个月的低保补
助。

最终，刘桃元因违反工作纪律受到
党内警告处分，谭某一家多领取的低保
补助也被予以追缴。

通过大数据平台进行分析比对，是
株洲市纪委监委去年10月上线的一个

“反腐神器”。市纪委监委协调市扶贫办、
市民政局、市财政局等职能部门及相关
县市区，调取相关数据，对扶贫领域相关
问题进行分析，查找疑似问题线索。

其中，调取了茶陵县2016年至2019
年惠民惠农“一卡通”补贴发放、建档立
卡贫困户、公职人员、学籍建档、去世人
口、误工交通补助、残疾人员、社会保障
兜底脱贫攻坚情况8类数据，对公职人员

和已去世人员领取社会保障兜底补贴、
在校生领取误工交通补助、62岁以上和
18岁以下人员领取护林员补助等情况进
行分析比对。8类基础数据一一“碰撞”，
让那些躲在暗处的疑似问题一下子现了
原形。

“以前发现线索主要通过监督检
查、巡视巡察、审计、信访举报等方式，
发现问题的人力物力成本相对较高，有
些隐藏的违纪违规行为一时难以发
现。”茶陵县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
主任陈冲说，现在通过大数据平台，发
现的线索客观、公正，更具有广泛性、深
入性，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运用大数据精准监督也给相关职
能部门传导了压力。腰潞镇多次对低保
对象进行摸排，各村上报了去世人员信
息，但民政办工作人员并未及时变更信

息，导致已去世的低保对象仍在享受补
贴。该镇民政办主任邹桂福因负有主要
领导责任，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将比对的问题线索一一核实后，去
年 11 月，县民政局取消低保户 107 户、
184 人。县纪委监委对县民政局提供的
73条已去世人员领取低保、社会保障兜
底问题线索进行交办核实，给予党纪政
务处分25人，组织处理23人，追缴资金
3.25万元。

“我们要求县民政局举一反三，对
所有的数据进行全面清理，对工作流程
重新进行规范。”县纪委监委有关负责
人表示，将督促相关部门建立健全制
度，堵死漏洞，补齐短板。目前，民政部
门加大了与人社部门、卫健部门的联
动，做到一月一比对、一月一清零，确保
将民生资金惠及急需救助的困难群体。

茶陵县利用大数据比对，对扶贫领域问题精准“画像”——

借力大数据，监督无死角
全面从严治党在路上

——护航脱贫攻坚

湖南日报5月19日讯（记者 邹
靖方 通讯员 陈凡军）湖南移动近日
对外公布了5G建设取得的新成果。截
至目前，湖南移动 5G 基站正以每周
200多个的速度抓紧建设，5G套餐用
户已突破了200万户。

湖南移动介绍，长沙、株洲作为中
国移动首批 5G 商用城市之一，2017
年便启动了5G基站等网络基础设施
建设。目前已建成 5G 站点超过 4000
个，实现了长沙市区连续覆盖及其他
两县一市城区核心区域的连续覆盖，
长沙所有高热商圈、市级以上交通枢
纽、市委、市政府及三甲医院、高热高
校等重点场景覆盖；株洲市城区核心
商圈、高热高校、党政机关区域覆盖，
以及其余 12 个地级市城区重点区域
覆盖，并已具备5G商用能力。

湖南移动年底将建成 5G 基站超
1 万个，实现全省所有市城区连续覆
盖，所有高热商圈、市级以上交通枢

纽、市委、市政府及三甲医院、高热高
校等重点场景和部分县城区核心区域
连续覆盖以及重点垂直行业覆盖。

5G的应用进一步拓宽。在个人用
户方面，湖南移动将5G优势惠及普通
个人用户。2019年5月10日，湖南移
动拨通省内首个 5G 视频电话。当年
8 月16 日，5G 手机正式上市，湖南第
一位5G体验客户诞生。截至目前，湖
南移动的 5G 套餐用户规模突破 200
万。

在行业应用方面，2019年9月，
湖南移动、华为携手华菱湘钢，联合打
造国内第一家钢铁行业5G实景应用
在湘钢落地。湖南移动为华菱湘钢建
设 5G 移动通信网络，打造高速宽带
网、泛在无线网、感知物联网3个基础
网络，建设可管可控绿色高性能光通
信网络，联合建设天车远程无人驾驶
系统，实现系统无人化、自动化、高效
化安全运行。

湖南日报5月19日讯（记者 邹靖
方 通讯员 覃琴）5月17日，中国联通
别出心裁策划了一场直播带货节，全国
31个省公司总经理走进直播间，为农产
品代言，助力扶贫，打赢脱贫攻坚战。

借助今年世界电信日，湖南联通率
先行动，组织了一场“5·17联通5G直播
节”的大型直播活动，运用5G网络进行
在线视频直播，为全国特色扶贫农产品
销售代言，助力公益扶贫。同时，湖南联
通还开通了“5G云游”张家界、岳麓山
等5A级景区，用户宅在家中就可以欣
赏到湖南奇峰秀水的自然风光。

5 月 17 日 18 时 30 分，直播带货
活动正式拉开，湖南联通总经理谭明
化身网红主播走进直播间，与主持人
李锐搭档互动，为来自全国各地的特

色农产品寻找销路。
沽源藜麦、康保纯冷轧亚麻籽油、

饶河禾稼源长粒香米、册亨糯米蕉、黑
蜂椴树雪蜜等农产品纷纷亮相直播
间。这些来自原产地的农产品受到大
量在线观众的追捧，短短半小时，直播
间在线观看人次便达到 469 万。湖南
联通更是发动全省力量进行参与，各
级公司负责人纷纷亮相直播间，为代
言产品发声，其中湖南省内光参与直
播的实体门店就多达1000家。

湖南联通还精心策划一场短途踏
青之旅。5 月，正值张家界、岳麓山景
区云雾变化多端之际，为让广大网友
一睹景区的风光，湖南联通在景区最
佳观影位置架设起5G直播设备，对景
区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超高清直播。

助农扶贫重振消费引擎

湖南联通“5G直播节”开幕

湖南移动5G套餐用户数
突破200万户

湖南日报5月19日讯（记者 邹靖
方 通讯员 陈吕芳）5月18日，我省又
一园区级数据中心湖南电信信息园大
数据中心投入使用，为我省大数据中心
增添重要生力军。

湖南电信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
建设，结合云网融合的需要，打造大数
据中心体系，增强云网服务能力，为千
行百业的信息化提供大数据支撑。投入
使用的湖南电信信息园大数据中心，是
省政府明确的重点工程项目之一，位于
万家丽路的湖南电信信息园区，总建筑
面积近 8000 平方米，可容纳近 1100
个IDC机架，能按需提供骨干出口带宽
能力。投入使用后，将为政务、教育、医
疗、制造等提供大数据支撑服务。

随着信息园大数据中心的启用，湖
南电信已经建成包括湖南电信信息园、
长沙麓谷、长沙荷花园、长沙云谷、长沙
磐云、郴州东江湖、湖南湘谷 7 个省级

大数据中心，形成了立足中南、华南，辐
射全国的数据服务能力；其中，郴州东
江湖大数据中心利用自然冷水资源，能
源效率指标PUE低于1.2，绿色节能和
环保达到了国内一流水平。目前，湖南
电信已形成了以长沙、衡阳两个重点城
市为出口，其他 12 个市州云网资源协
同发展的良好布局。27 个云大数据中
心分布在全省 14 个市州；机架能力达
到2万架以上，总出口带宽达到20T以
上，并全网部署和启用IPv6，数据处理
和服务能力处于中部省份领先地位。

湖南电信相关负责人表示，在未
来，湖南电信将进一步提升大数据中心
服务能力，将湖南打造成中部省份的核
心信息节点、重要的大数据研发创新示
范基地，携手产业链各方，当好云服务
的“国家队”，为湖南和中部区域蓬勃发
展的数字化产业提供更高品质、绿色节
能的数据中心服务。

湖南电信信息园大数据中心启用

高铁高速门前过
5月19日，麻阳苗族自治县岩门镇平原村，薄雾下，建设中的张吉怀高铁如巨龙横亘

田野山间，与包茂高速公路、青山民居同框，构成欣欣向荣的新农村景象。 滕树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