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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学生受益，让学校省力，让企业满意，淮南联合大学校企“订单班”———

对接地方产业需求 赋能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张昌涛

“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授课方式，让我对应用化工
技术知识有了更深入的掌握 ，也对今后的就业前景有
了更清晰的认识。 ”淮南联合大学 “中安订单班 ”的陶
智轩同学对自己的就业前景充满了信心。

目前， 淮南联合大学已与中安联合煤化有限责任
公司签订了校企合作协议 ，共同开设 “中安订单班 ”，
共建新材料人才培养基地。 毕业生定向输送到中安联
合就业。

这是淮南联合大学深入开展校企合作， 走产教融
合发展之路，服务地方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目前，该
校已与省内外 100 多家优质校企合作单位在专业建
设、课程开发、教学评价、技能培训 、项目研发 、实习就
业等多方面开展深度合作。

精准对接，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匹配
“基于职业教育要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办学目标，

我们将专业办在产业上，积极服务于地方产业发展。 ”
淮南联合大学宣传统战部负责人说。

让职校生有学头、 有奔头， 让企业喜欢招、 高薪
招。 淮南联大结合自身特色，通过“订单”形式，为企业
输送各专业领域优秀技术技能人才。 订单培养也是校
企共赢的一招好棋 ， 从该校与中安联合共同开设的

“订单班”可窥见一斑。
据了解，“中安订单班 ” 采取校内班主任+企业专

业导师共同进行班级管理的 “双导师制 ”，校企共同制
定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除了淮南联大的教师传授相关
专业知识之外 ，企业也会派遣一线工程师担任兼职教
师，传授生产所需技能、实际操作经验等。

“订单班融入了招生即招工 、入校即入厂 、学生即
学徒、教师即师傅 、课堂即车间 、毕业即就业的现代职
业教育理念 。 ”淮南联大制药与材料学院有关负责人
表示 ，“订单班 ”还促进教育链 、人才链与产业链有效
衔接 ，学生在校期间有规划地学习业务知识 ，表现优
秀 ，进入企业就能游刃有余 ，可以更好地发挥自己的
职业技术特长，从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校企合作，共促地方产业高质量发展
“经济高质量发展对高技术高技能人才的需求越

来越大，对职业教育提出了更高要求。 ”该校宣传统战
部负责人告诉记者 ，单一的课堂教学 ，教师实践操作
是薄弱环节 ；单一的工厂实操 ，工厂师傅的理论知识
是短板。 “订单班 ”让校企双方共同制定培养方案 、共
建师资团队 、共享实训资源 ，实现了教学过程与生产
过程对接 ，实训岗位与工作岗位对接 ，为企业培养了
用得上、留得下的技术技能型人才。

2021 年淮南联大与安徽昊源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联合成立 “昊源订单班 ”之后 ，逐步形成校企专业共
建、课程共担、教材共编、师资共享 、基地共用的 “五共

一体”模式。 2022 年与中安联合煤化有限责任公司、晋
煤中能化工有限公司等联合成立 “中安订单班 ”“中能
订单班 ”。 2019 年在淮南本地的化工企业———安徽嘉
玺公司投产之际，该校就输送了 20 多名优秀毕业生助
力企业顺利投产 ，随后又合作开设 “嘉玺订单班 ”，为
企业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除了本土企业，淮南联大还与扬子江药业、上药控
股、安徽金轩科技、安徽泉盛化工、浙江华友钴业、安徽
巧妈妈食品科技等省内外多家企业开展了校企合作 ，
为淮南“双招双引”推动高质量发展，汇聚澎湃动力。

目前，该校制药与材料学院与浙江华友钴业、浙江
永农生物等达成了 2023 年度合作 “订单班”“冠名班”
协议 ； 与淮南益益乳业等食品类企业进行了深入交
流、洽谈，初步达成了合作意向 ；与安徽山河药辅合作
成立的淮南联合大学药用辅料研究中心 ，为企业的产
品改造升级提供了技术支持。

“订单班增强了职业教育的吸引力 ，让学生 、家长
选择职业教育 ，让企业相信职业教育 ，既有效提升了
毕业生就业率和就业质量 ，又保障了企业一线技术技
能人才的稳定输入 ，真正做到了 ‘让学生受益 ，让学校
省力，让企业满意 ’的三赢局面 。 ”该校宣传统战部负
责人说，“近年来 ， 淮南市明确抢滩新一代信息技术 、
新材料、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 、高端装备制造 、生命健
康 、绿色食品等六大产业 ，淮南联大将发挥职业院校
育人特色与优势 ， 沿着这一高质量发展方向笃定前
行！ ”

握指成拳聚合力 “兵头将尾”夯基石
———中煤新集二矿全力打通安全生产“最后一公里”

本报记者 鲁 松 本报通讯员 周 翔
作为“兵头将尾”的基层区队班队长

们，在安全工作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煤新集二矿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
大决心，坚持把安全作为生存之本、发展
之基、效益之源，全力打通安全生产“最
后一公里”，为走好矿井高质量发展之路
保驾护航。

提思想 凝魂聚力保安全
“要牢记安全就是最大的效益 ！家

庭、收入、幸福等等一切的一切，都建立
在安全之上！”

“公司‘安全 1 号文’下发后我们陆续
在学，文件中的各项内容与我们的工作密
切相关。接下来，我带大家再学习……”综
采一队跟班队长季成杰在班前会上说道。

每班入井前， 他都会反复地强调安
全生产、规范操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通
过贯彻文件精神、讲好警示案例等方式，
给职工们拧紧安全“思想阀 ”，算好安全
“明细账”。

“关于现场生产， 我再强调几点，我
们是架棚支护，在材料回收方面，要做到
‘应收尽收’，上下闭墙的编织袋、设备的
零部件等都要确保回收利用， 做到节支

增效……” 生产副队长万运堂就现场作
业进行分析总结。

“现在做生产分工，叶春洋，看泵站！
余开洋 ，看控制台 ！王斌 ，开一部皮带 ！
……大家是否明白！”

“明白！”职工们齐声宣读安全誓词，
整装待发，准备入井……

盯现场 履职尽责稳生产
“各岗位人员是否到位，有无安全隐

患，请回复！”跟班队长季成杰通过对讲
机询问。

“人员已到位 ，现场无隐患 ，可以开
机！”

“上下出口注意设好警戒！把一部皮
带开起来，转载机、运输机、采煤机按顺
序开起，准备采煤！”

“收到！”在季成杰的组织下，现场有
条不紊地开始生产工作。

“请各岗位点规范操作，杜绝‘三违’
行为，有任何情况，第一时间汇报！”

伴随着轰鸣声，采煤系统开始运行。
采煤机滚筒缓慢转动起来， 截齿从煤壁
划过，“乌金”徐徐落下，再通过刮板运输
机溜槽缓缓运出……

“采煤机马上过高抽巷，请采煤机司
机注意巷道管路及杂物，避免伤人，并控
制好割煤速度！”

“支架工注意追机移架，根据割煤进
度及时移架支护顶板， 防止顶板漏冒！”
作业过程中，季广杰会及时提醒和部署，
确保生产安全顺畅。

“请各岗位点人员检查上下闭墙是
否打牢、支架初撑力是否正常、‘三机’设
备是否完好……”

“大家认真整理现场环境 ，做到 ‘人
走、物净、场地清’，保证现场安全生产标
准化常态达标， 为下班创造有利生产条
件。”

在离开工作面前， 季成杰会按照规
程措施，认真检查设备设施、现场环境等
情况，安全有序结束本班生产工作。

重培养 举贤任能促发展
“煤质管理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

你们在现场一定要把好原煤质量， 杜绝
水和杂物进入煤流……”

“你们是现场作业的参与者，也是安
全生产的管理者，在现场要多留一个神、
多说一句话、多提一个醒，保障工作面安

全生产。”班队长培训中 ，综采一队队长
简传勇在强调现场管理。

“作为班队长后备人选，你们要有强
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善于学习，不断
提高自身技能水平和业务能力， 以班队
长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综采一队党支
部书记陈从友在谈话中说道。

“我一定要向先进榜样看齐，勤学苦
练，增长才干，努力成为一名合格的班队
长！”储备班队长张兆全信心满满。

一直以来，该矿严格执行公司“护老
干、选骨干、育正苗”的选人用人“九字”
方针，开展班队长培育、选拔、使用、管理
等工作，将高素质、高技能、有意愿的优
秀员工纳入班队长后备人选进行重点培
养，按照 1：1 的比例配备，努力形成老中
青结合、梯次合理的班队长队伍。

据了解， 新集二矿现任 110 余名班
队长，已成为安全管理、灾害治理、稳产
保供、降本增效等方面的中流砥柱。面对
矿井新形势、新挑战、新要求，班队长始
终坚持关口前移、重心下沉，时刻以脚踏
春冰的警觉性、守土尽责的使命感、慎终
如始的执行力，全面夯实安全基础，为矿
井安全高效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义务植树
共建绿色家园
3 月 15 日， 大通区组织干部职工

共计百余人赴九龙岗村开展 2023 年
春季义务植树活动。 植树现场，大家分
工协作，相互配合，挥锹铲土、扶植树
苗、培实新土、浇水润苗，为大通植下
新绿，共建绿色家园。

本报记者 朱庆磊
本报通讯员 徐小丽 摄

驻村帮扶 义诊暖心
近日，市财政局、市委网信办、市广电台邀请安徽理工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的医疗团队走进大通区孔店乡河沿村开展义诊活动， 让村民在家门口享受到
了优质医疗服务。 活动现场，专家团队认真问诊、耐心答疑解惑，不仅为患病群
众提供了诊疗方案，还给村民提出了科学饮食建议，此次义诊活动共接待群众
160 余人。 本报通讯员 廖天翼 本报记者 苏 强 摄

青税学堂“充电续航”
助力企业“扬帆起航”

本报通讯员 彭阿娜 本报记者 贾 静

“金秋老师的课深入浅出、 生动
易懂，大家都很喜欢，课上讨论也很
热烈。” 淮南经开区税务局有关负责
同志说道，“别看这小小一节课，这是
我们局便民办税服务品牌 ‘青税专
班’的强大智库也是青年干部学习交
流的创新平台，日积月累发挥的作用
大着呢！”

近年来，经开区税务局高度重视
干部队伍建设，始终把税务发展与人
才培养相结合，为进一步提升税务干
部综合素质和业务水平，经开区税务
局按照“岗位能力大提升，业务水平
上台阶”的思路搭建“税智汇青税学
堂”采取“每周一讲”“学用结合”的模
式，固定每周二利用下班时间进行授
课，在教学内容、工作需求、培训内容
等方面创新思路，推动青税课堂质效
全面提升。

“这样集体学习很有意思也很有
收获，我觉得青税学堂更像一个能力
提升的头脑风暴平台，我们在这里学
一些工作条线以外的业务知识，也在
这里通过交流研讨，形成了一些工作
创新思路，有了青税学堂源源不断的
智库供应，不仅我们工作的干劲更足
了，为纳税人缴费人服务的脚步也更
‘稳’了。”经开区税务局税政科青年
干部陈田向记者说道。

读书虽可喜，何如躬践履。经开
区税务局坚持把干部教育培训作为
推动工作提升的有力抓手， 结合第
十个 “便民办税春风行动” 引导青
税学堂的学员们组建 “青税专班 ”
志愿服务队， 通过主动问需、 一线
服务、 精准推送、 重点辅导等方式，

不断提升纳税服务质量和效率， 有
力增强了纳税人缴费人获得感。 今
年以来， 青税专班及时跟进小规模
纳税人增值税优惠政策， 在增值税
发票代开、 实名信息采集、 信息确
认等业务基础上， 制作 “经开区纳
税人电子税务局操作指引 2.0 版 ”，
让纳税人缴费人政策红利吃的更快、
吃的更透。

“政策给力， 青税专班的税务干
部们讲解的更给力，企业的获得感杠
杠的！” 淮南润成科技股份公司财务
人员李培艳说道。“企业大胆创新离
不开税收政策的支持，经开区税务局
青税专班的优质服务让我们及时享
受到了国家的好政策，2022 年，我们
累计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2714.4
万元，更加坚定了我们的发展信心。”
国药集团国瑞药业有限公司财务负
责人纪园毅说。

据了解，青税专班的青年干部们
借助“税智汇青税学堂”定期授课机
制， 建立起由各业务部门业务骨干
“专家会诊”机制，定期梳理工作中收
集的纳税人缴费人问题诉求清单，集
中研讨制定解决方案，逐步构建“学
践用结合”、全周期服务、全要素配置
的纳税服务体系，为进一步优化税收
营商环境助力。

“下一步， 我们还将继续以‘税
智汇青税学堂’为依托，让‘小讲堂’变
成‘大舞台’。推动‘税智汇青税学堂’
不断丰富内涵， 成为经开区青年税务
干部优化纳税服务、展现青年形象、助
力辖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大舞台’。”
经开区税务局负责同志说道。

以学兴业推动
粮储事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3 月 14 日至 17 日 ，
全市粮食和物资储备系统学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暨综合业务培训班
举行。 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机关全
体工作人员、 各县 （区） 粮食和储
备局 （粮食局）、 局属各单位负责人
和具体从事业务人员参加培训。

为期四天的封闭式培训， 将从
开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新征程、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 解
读、 优质粮食和基础设施建设、 做
好新形势下粮食流通执法监督和粮
食安全考核等多个方面， 对党的二
十大精神以及粮食和物资储备系统

综合业务进行系统、 深入、 全面的
学习和研讨。

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人表
示， 举办此次全市粮食和物资储备
系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暨综
合业务培训班， 是深入学习贯彻党
的二十大和全国 “两会” 精神的需
要， 是准确把握粮食安全形势的需
要， 是全面履行粮食安全职责的需
要， 是切实提升业务工作能力的需
要。 全市粮食和物资储备系统全体
人员要切实加强全市粮食和物资储
备行业学风建设， 勤学、 真学、 善
学， 以学固本、 以学立得、 以学增
智、 以学兴业， 将学习成果应用在
工作实践中 ， 体现在工作成效上 ，
奋力推动粮食和物资储备事业高质
量发展。

（本报记者 周莹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