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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我省2018届高职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为
88.12%， 已超过本科生， 其中本省就业比例达
58.40%；校企共建“湖湘工匠”培养基地764个、员
工培训中心120个、工程技术创新中心138个。2月
12日，记者从省教育厅获悉，《湖南省高等职业教
育质量年度报告（2019）》（以下简称《报告》）新鲜
出炉，数据显示，我省高职院校已成为技术技能
人才的“蓄水池”、技术创新的“孵化器”。

技能大赛获奖全国第一
湘潭医卫职业技术学院护理专业许静，毕

业后在湘潭市第一人民医院工作， 她刻苦钻研
专业知识和技术，短短几年，实现了从护士到护
士长到护理部副主任再到护理部主任职位“三
晋升”。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培养了一大批

“能制造、会驾驶、懂维修”的轨道行业复合型人
才，长沙地铁运营公司19个司机队长中有15个
是该校毕业的。

《报告》显示，在被抽样调查的部分2015届
毕业生中，至少有1次职位晋升的人数占比高达
48.55%。

数据显示， 我省高职院校毕业生技能过硬，
企业认可。在全国技能大赛中，湖南省高职院校
连续3年取得突破，2018年共获得一等奖33个、二
等奖60个、三等奖46个，获奖总数达139个，列全
国第一。2018年全省学生专业技能抽查合格率为
96.46%，毕业生雇主满意度为96.99%。2018届毕
业生就业起薪点为3183元，比上届高出149元。

一流特色专业群建设全面启动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通过创新机制引进
湘绣大师刘爱云、陶艺大师黄永平、花瑶挑花大
师奉雪妹、 竹艺大师刘宗凡等中国工艺美术大
师，引领湖湘特色工艺美术专业群建设；湖南汽
车工程职业学院聘请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
首席技术专家郭淑英教授担任院长， 建立中国
工程院李德毅院士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工作
站，打造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汽车智能制造
与服务专业群。

《报告》显示，2018年我省全面启动高职院
校一流特色专业群建设， 共立项一流特色专业
群建设项目138个， 与湖南战略性新兴产业紧
密对接。 特别是湖南一流特色专业群中立项了

“湘绣”“湘菜”“湘瓷”“湘戏”等一批服务地方特
色产业的“湘字牌”专业群。同时，立项了“湘铁”

“湘工”“湘商” 等一批服务先进轨道交通装备、
工程机械等新兴优势产业的“湘字牌”专业群。
一流“湘字牌”特色专业群总数达20个。

产学研一体协同创新
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院与中国工程院

院士刘友梅、丁荣军签约，成立国内铁路高职院
校首家院士工作站， 现已有进站研究专家15
名，累计完成10多项技术研发项目；湖南科技
职业学院与长沙变化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合作
建立“湖南省城市综合管廊信息化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已累计研发管廊监测传感器、集控器
等创新产品39项，申报知识产权55项，软件著

作权30项。
《报告》统计，2018年全省高职院校继续与

政府、企业、行业多方携手建设集产学研一体的
协同创新平台，已建立院士工作站3个、职教集
团42个、应用技术协同创新中心42个,其中省级
协同创新中心12个。

同时，形成了国家、省、市、校四级共同携手
企业推进现代学徒制的局面， 全省参与现代学
徒制试点的企业达到103家， 试点学生数达到
5371人。其中立项国家现代学徒制试点学校10
所，全国排名第三。

伴随湖南产业“走出去”
伴随湖南高铁、航空、工程机械等产业“走

出去”，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湖南工业职业
技术学院等学校积极发挥各自优势，在泰国、巴
基斯坦、肯尼亚等国家和地区建立海外分院、培
训中心、技术服务中心等职教基地13个,为“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培训当地员工29189人、培训
中国员工6156人。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2018年在巴基斯
坦、尼泊尔等5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招收三年
制学历留学生12名， 为其培养高技能汽车技术
人才；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实施“留学民政计
划”，从马来西亚、老挝招收留学生22名，分别在
7个二级学院的12个专业开展留学生培养。

《报告》显示，2018年湖南高职院校与20多
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所教育机构开展出国留
学合作，全省高职院校双向留学人数达346人，
增长近四成。

湖南日报记者 龙文泱

在湖南过春节是快乐的。 这里文化
传统深厚，又包容开放，文化活动形态丰
富。传统的、现代的，活泼的、娴雅的，总
有一个文化活动合你的心意。

多彩民俗复原传统年味
文化底蕴深厚，农耕文明发达，汉、

苗、瑶、侗、土家等民族活跃山水之间，滋
养了湖南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 今年春
节假期前后，215项非遗活动和数百场
民俗活动在湖南城乡举行， 正宗的传统
年味抚慰了人们一年劳作的疲惫， 让心
中的乡愁有根可依。

2月4日，农历除夕，江永县源口瑶
族乡小河边村， 瑶族村民敲锣打鼓耍春
牛、舞龙狮，热热闹闹迎新春，祈求新年
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农历正月初一，通
道侗族自治县坪坦乡平日村举行一年一
度的传统“架水节”祈福活动，身着民族
服饰的侗族村民欢聚一堂。舞龙舞狮、猜
灯谜、 套鸭子……花垣县龙潭镇龙门村
的文体活动吸引了周边乡镇数千人前
来，乡土气息浓郁、趣味十足的套鸭子尤
其受到青睐。

今年是文旅融合后的首个春节，各
个景区深挖地域文化特色， 文化对心灵
的触动让游人对景区更加眷恋。永州《年
味中国·趣味古城》零陵古城春节趣味主
题活动、福聚潇湘·零陵庙会等活动吸引
了大量市民及游客。春节假日期间，零陵
区各大景点共接待游客超过10万人次。
红色旅游持续受到热捧， 仅2月8日一
天，韶山就接待游客9.943万人次。

惠民服务打造幸福节日
2月11日至12日，歌舞《相逢春天·

筑梦未来》 演唱会在湖南戏曲演出中心
连演两场。《敖包相会》《我的中国心》等
一首首耳熟能详的经典歌曲激发了现场
观众的热情， 台上台下同欢唱。 春节期
间，省湘剧院、省话剧院、省歌舞剧院等
8个省直院团在省会长沙为市民送上16
场免费演出。

以“我们的中国梦·湖湘文化进万
家”为主题，720余场次群众性文化惠民
活动在三湘四水开展。 这些活动以文艺
小分队为主要力量， 将惠民活动与脱贫
攻坚和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工作相
结合， 覆盖了我省国家级贫困县的每个
乡镇，文化活动包括19个地方剧种的演
出、农民工春晚、灯谜灯会、游艺联欢等。

凤凰县是全省两个全国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试点县之一， 这里的春节活动
既传统年味十足， 又散发着新时代的文
明气息。 来自该县各地的民间文艺队伍
身穿节日盛装载歌载舞； 凤凰古城入口
处，“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100个笑脸”
摄影征集作品展吸引人们驻足；“锦绣潇
湘文明旅游” 公益宣传和志愿服务、“美
丽湘西、文明同行”等活动让人们游玩更
舒心。

主题阅读、征文写作、经典诵读、灯
谜竞猜、 书画摄影……农家书屋成为村
民度过春节的好去处， 不少返乡大学生
自发辅导本村的少年儿童阅读。

多种文化形态孕育新年俗
看电影、听音乐会、参观艺术展、参

加博物馆的研学活动和各种展会……
“湖南有一个特色，就是文化活动的形态
丰富，人们的选择余地很大，已然形成了
新年俗。” 分析近年来的春节文化活动，
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总结说。

全省150家国有和民营博物馆、纪
念馆共推出超过100项新春文化活动。
长沙博物馆联合省内19家博物馆、纪念
馆同步推出“金猪拱福———己亥新春生
肖文物图片联展”，并配套举办了“我的
朋友小亥”趣味参观、“我的年夜饭”大征
集、“多面小猪”绘画等活动，吸引了众多
青少年参与。

近年来，随着长沙滨江文化园开放，
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落成，
谭国斌当代艺术博物馆、李自健美术馆、
谢子龙影像艺术馆等开馆， 长沙的文化
艺术氛围越来越浓厚，听歌剧、看画展成
为很多市民过年活动的必选项。 农历正
月初四到初六， 谢子龙影像艺术馆的参
观人数超过1万人次。

更多新活动增添乐趣。
在长沙橘子洲头，歌唱家、奥运健儿

和市民们，万人同唱《我和我的祖国》，家
国情怀感染众人。

阴雨天，网络书香让春节不枯燥。湖
南图书馆推出网络书香过大年活动；湖
南省少年儿童图书馆推出“听书大拜
年”、新春“中华传统文化知识大闯关”等
多项线上答题活动以及新春主题展览，
为读者送上数字文化资源大餐。

益阳现代农业嘉年华首届牡丹艺术
文化节展出了九大色系的牡丹， 并结合
《贵妃赏花》《牡丹亭》等传统故事打造了
不同主题的花园； 雪月花冬日祭常德站
动漫展吸引了许多动漫迷。

《湖南省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2019）》新鲜出炉：

高职毕业生初次就业率超本科生
2018届毕业生就业起薪点为3183元

湖南日报2月12日讯 （记者 邹靖方）
今天，阿里巴巴旗下口碑饿了么发布数据，
春节假期， 吃喝玩乐等本地生活消费在数
字化浪潮推动下，展现出强劲消费力。长沙
口碑、饿了么订单翻倍，表现抢眼。

今年春节假期， 各类本地生活服务
消费增长明显。具体来看，年夜饭点外卖
成为春节新风尚。饿了么数据显示，春节
期间，外卖订单量整体出现较快增长，且
客单价超过千元的订单大量涌现。

从时间段来看， 早餐外卖成长沙春
节新风尚， 春节假期早餐外卖占比是平
时的两倍，且远高于全国平均值。此外，
下午茶时段和夜宵时段的外卖占比也较

平时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而就品类而言， 最受长沙市民欢迎

的分别是奶茶果汁、烧烤和小龙虾。
从数据来看，除了订单增长迅猛，长

沙市民的消费观念也在逐步升级。 在长
沙春节外卖订单中， 备注表明无需餐具
的环保订单量增长达180%。

从外卖订单城市涨幅前十榜单来
看， 保定、 廊坊和盐城分别以320%、
169%和124%的增速分列前三，北京、长
沙、汕头等城市也名列前十。

春节最爱点夜宵的城市，分别为金华、
温州、海口、福州、长沙。最爱点下午茶的城
市则为福州、石家庄、西安、长沙、海口。

多样文化活动打造快乐春节

2月12日， 位于资兴市东江湖
景区的中国摄影展览馆·资兴分馆，
观众在欣赏摄影作品。近期，由中国
文联、 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办的第八
届全国农民摄影展览在该馆巡展，
受到观众喜爱。 朱孝荣 摄

农民摄影展
受热捧

数字经济催热新春消费
长沙口碑饿了么订单翻倍

湖南日报2月12日讯 （记者 王晗 通讯员
解婷）今天上午，位于湖南湘江新区的国家智能
网联汽车（长沙）测试区迎来开年首场智能驾驶
测试。来自百度、京东的智能驾驶汽车集结测试
区，在高速公路测试区、集群测试场内燃情开跑。

去年底，国家智能网联汽车（长沙）测试区
携手百度完成了全国首例高速多车型自动驾驶
车路协同演示。记者了解到，为助力长沙打造自
动驾驶之城，百度今年将联合合作伙伴，在湖南

湘江新区投放落地百辆自动驾驶出租车， 其自
动驾驶出租车也将在测试区内的城市道路测试
区展开全方位智能驾驶测试。与此同时，京东也
将在城市道路测试区、 高速公路测试区分别投
放自动驾驶物流车、智能重卡物流车进行测试，
以满足其对城市主干道运输和高速公路运输的
物流需求。

据统计，2018年， 国家智能网联汽车（长
沙）测试区累计开展521场智能驾驶测试。不断

丰富的测试区场景、全覆盖的5G信号以及优质
的配套服务， 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智能网联汽
车企业聚焦测试区。

作为国家智能网联汽车（长沙）测试区的管
理运营单位， 湖南湘江智能科技创新中心有限
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不断完善服务配套，抓
好智慧公交示范线日常管理， 推进智能系统检
测仿真实验室、100公里开放城市道路、100公
里智慧高速和自动泊车四大场景项目建设，助
力湘江智谷打造全国乃至全球智能网联汽车创
新和产业化高地， 预计今年可提供近千场智能
驾驶测试服务。

智能驾驶汽车湘江新区燃情开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