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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单位多次来校“抢人”
初次就业率高

据悉，此次招聘会由湛江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广东省农工商职业技术学
校、广东省农垦湛江技工学校、湛江市就
业服务管理中心主办，广州市人力资源市
场服务中心、广州开发区劳动就业服务管
理中心、佛山市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
珠海市香洲区人力资源开发管理服务中
心、中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黄圃分
局协办。

招聘会吸引了湛江、广州、深圳、东
莞、珠海、佛山、顺德、中山等地的215家用
人单位到场寻觅人才，涵盖了机械数控加
工、工业机器人、3D打印电工电子、自动
化控制、电子商务、会计、学前教育与社会
文化管理、汽车与农机维修、汽车商务营
销、现代农业管理、果蔬花卉、畜牧兽医、
广告产品外观设计、民族工艺产品雕刻、
室内设计、影视制作与摄录、美容与化妆
等诸多岗位。

记者在现场看到，前来招聘的企业虚
位以待，其中不少企业已连续多年前来该
校进行招聘。众多毕业生或在认真地看
招聘海报，寻找与自己专业符合的就业岗
位；或是向招聘企业的工作人员咨询就
业、薪资待遇等有关事宜，或是向自己心
仪的企业投放简历。据统计，当天，该校
通过招聘会初步达成就业意向和签约的
毕业生1379人。

该校汽车工程系汽车运用与维修专
业2019年毕业生李裕己说，学校专门为毕
业生举行大型现场招聘会，对学生来说，
是一个难得的锻炼和就业机会。以后无
论走到哪里，一定会牢记老师们的教诲,
发扬学校的优良传统，努力提高自身的专
业素质与综合素质，将自己塑造成为适应
现代社会需要、有较强实践操作能力的优
秀人才。

广州天懿达品牌管理有限公司的人
力资源管理总监路芳表示，学校培养学生
技能的同时，又锻炼了他们吃苦耐劳的品

格，这些都是企业所迫切需求的。因此，
公司非常愿意为他们提供一个施展自己
才华的舞台。

“我校已经连续成功地举办了四届大
型校园招聘会，并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
应。”广东省农工商职业技术学校、广东省
农垦湛江技工学校校长黄志华说，“近年
来，我校始终坚持‘以服务为宗旨 以技能
为核心 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办学
方针，高度重视毕业生就业工作，做到毕
业生就业工作全员化、全程化、专业化、信
息化，历届毕业生一次性就业率均保持在
90%以上。”

据悉，为确保此次招聘会成功举办，
该校还专门成立了以校长黄志华为组长
的校园招聘会领导机构与工作小组，并制
定了《2019年校园招聘会方案》。当天，招
聘会的组织工作得到了用人单位的广泛
好评。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深化校企合作结硕果

学生就业优势明显，是广东省农工商
职业技术学校、广东省农垦湛江技工学校
不断调整和加强专业建设，创新人才培养
模式结出的丰硕成果。

作为国家重点中职学校、广东省示范

性中职学校，广东省农工商职业技术学
校、广东省农垦湛江技工学校持续深化校
企合作，为学生就业保驾护航，先后与多
家校外企业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学
校与深圳拓野机器人公司合作，与企业达
成人才培养共识，增设了工业机器人专
业，招录50多名学生。学校与珠海纳思达
股份有限公司成立电气应用专业冠名班，
招录40余人。学校与广垦畜牧合作，成立
冠名班，招录70余人。这些企业都在该冠
名班设置奖学金和助学金。

与此同时，该校还加强了与企业的沟
通和对接工作，组织各专业系对现有的专
业进行市场调研与专业剖析，及时调整人
才培养方向，进一步提高人才培养与市场
需求的匹配度。同时，积极探索人才培养
的新模式、新方法。如智能制造系加强教
学标准化建设，建立健全人才培养模式；
经济贸易系开设商务、烹饪和高铁以及酒
店旅游专业，对准市场，打造商贸服务类
精英人才；音乐舞蹈系在学前教育、舞蹈
声乐专业开展了“双特长”人才培养；汽车
工程系调整了教学场地和教学模式，采取
以企业为主体的育人新模式；现代农学系
采取设置“企业冠名班”育人教学思路，立
足农垦五大战略资源产业发展需求，培养
现代农业龙头产业急需人才；现代设计系

探索基于“工作室”引领的人才培养模式，
效果良好。

此外，该校精心打造六大专业群，专
业面向涵盖三大产业；实训设备设施齐全
先进，建有七大实训中心，总面积达18000
平方米；每间教室都配置有多媒体教学设
备和网络视频点播系统；学生宿舍均安装
空调和共享洗衣机，为学生在学校读书和
学习创造优美的育人环境。

根据教育部颁布的专业教学标准，深
化课程改革，该校对各专业的课程体系进
行了全面的优化。响应智能时代和互联
网信息共享的呼声，加强信息化建设。高
标准地投入了近 700 万元创建“智慧校
园”，其中，407万元用于多媒体教室建设，
在教室安装触摸屏一体机、音频广播系统
以及监控；280万元用于信息化管理平台
的开发，将开发教务管理系统、学生管理
系统、财务管理系统、学生考勤系统、数字
教学资源库等管理平台，进一步提升学校
的信息化建设水平。

据了解，该校先后与 500多家大中型
企业签订了校企合作协议，建立了稳定的
校外实习（实训）基地和就业基地，已为社
会培养和输送了 60000多名技能型人才，
充分发挥了中职学校在粤西地区的示范
引领作用。

215家企业携2800多个岗位“招贤” 当天初步达成就业意向和签约者1379人

2019届毕业生就业工作再创佳绩广东省农工商职业技术学校
广东省农垦湛江技工学校

文/记者 张蔓莉 通讯员 马党生 摄影 林明业

6月12日上午，2019年湛江市大中专毕业生专场招聘会暨
广东省农工商职业技术学校、广东省农垦湛江技工学校专场
在该校体艺馆举行。湛江、广州、深圳、东莞、珠海、佛山、顺
德、中山等地的215家企业前来“招贤纳士”，提供2800多个就
业岗位。招聘会场面火爆，当天通过招聘会初步达成就业意
向和签约的毕业生1379人，该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再创佳绩。

招聘会现场人山人海

学校校长黄志华（右五）与民族双语幼儿园负责人进行签约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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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A01）提出了湛江市城市双修的总体目
标：维系“红土红树、绿城绿林、深蓝港湾”
的红绿蓝生态格局，建设“海湾特色、和谐
宜居、富有活力”的生态型海湾城市，构建
2020年建设指标体系。

其中在生态修复方面，规划成果提出
了生态格局及生态基线优化方案，提出了
地表、近海、地下水系统三位一体水环境生
态体系整治提升方案，提出了城郊及城区
绿地、林地、矿山、道路沿线等绿地系统修
复方案，提出了土壤工业、农业污染控制以
及土壤肥力改良修复方案。在城市修补方
面，规划成果提出了分类分批修复城市景
观风貌特色方案，提出了填补给水、排水、
燃气、电力、环卫及通信等城市基础设施欠
账的方案，提出了调控需求、公交优先、舒

适慢行、持续基建、挖掘潜力等完善交通出
行条件的方案，提出了廊道串联、旧城增
绿、人行空间管理等优化城市公共空间的
方案，提出了分区控制引导、标准规范化、
维护管理及老旧小区微环境整治等市容市
貌背街小巷整治方案，提出了分层分级增
补教育、医疗、文体、养老等提升公共设施
服务水平的方案，最后提供了规划实施保
障的相关建议。

会议指出，双修规划为解决我市的“城
市病”提供了“良方”，能够为我市生态修复
与城市修补工作的进一步推进提供有效的
宏观指导，为后续全市空间规划编制提供
有益的基础分析及实施项目库。各相关部
门应持续跟进、落实双修规划要求，深入开
展相关项目，将双修工作落到实处。

据新华社北京6月12日电（记者张
泉、屈婷）记者从12日举行的国务院政策
例行吹风会上获悉，近日，国家卫生健康
委、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个部门联合印
发《关于促进社会办医持续健康规范发展
的意见》，立足社会办医的定位和发展方
向，在巩固和加强前期工作的基础上，又
推出一批鼓励支持政策。

据介绍，意见在审批准入、审核评价、
校验服务、人员资质、监督管理等涉及医疗
质量安全方面，对社会办医和公立医疗机
构一视同仁，同等待遇；在规划、税收、服务
能力建设等方面，向社会办医进一步倾斜。

截至2018年底，我国社会办医疗机
构数量达到45.9万个，占比46%；社会办
医院数量达到2.1万个，占比63.5%。社
会办医的人员、床位、诊疗量占比均保持
稳定增长。

意见提出，加大政府支持社会办医力
度。各地在新增或调整医疗卫生资源时，
首先要考虑由社会力量举办或运营有关
医疗机构。在安排国有建设用地年度供
应计划时，本地区医疗设施不足的，要在
供地计划中落实并优先保障医疗卫生用
地。按照公平竞争择优的原则，支持向社
会办基层医疗机构购买服务。营利性社

会办医，可按规定享受小微企业税收优惠
政策。

意见明确，推进“放管服”，简化准入
审批服务。各地出台优化社会办医跨部
门联动审批实施办法。将社会办医纳入
医疗服务和医疗质量管理控制及评价体
系。社会办医配置乙类大型医用设备实
行告知承诺制。在北京、上海等10个城
市开展诊所备案管理试点。

此外，意见还在公立医疗机构与社会
办医分工合作、优化运营管理服务、完善
医疗保险支持政策、完善综合监管体系等
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措施。

新华社北京6月 12日电（记者陈炜
伟、申铖）国家统计局12日发布数据，5月
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
2.7%，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

5月份，构成CPI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
价格同比七涨一降。当月，食品烟酒价格
同比上涨5.8%，影响CPI上涨约1.69个百
分点。其中，鲜果价格同比上涨26.7%，鲜
菜价格上涨13.3%，畜肉类价格上涨12.5%
（猪肉价格上涨 18.2%），鸡蛋价格上涨

8.7%，水产品价格下降0.4%。
其他七大类价格同比六涨一降。其

中，教育文化和娱乐、医疗保健、其他用品
和服务价格分别上涨2.6%、2.5%和2.1%，
居住、衣着、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分别上涨
1.8%、1.7%和 1%；交通和通信价格下降
0.9%。

当天发布的数据还显示，5月份，全国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0.6%，涨幅
比上月回落0.3个百分点。

据新华社北京6月12日电（记者查文
晔 刘欢）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12日在例
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第11届海峡论坛将
于6月15日开始在福建省举办，目前已有
超过10000名台湾各县市和各界别的民
众报名参加海峡论坛，规模超过以往历届。

安峰山表示，台湾民众参会规模创新

高，充分说明海峡论坛坚持“民间性、草根
性、广泛性”的定位，积极促进两岸交流合
作、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受到广大台湾
民众普遍肯定和广泛欢迎。两岸同胞的骨
肉天亲是割舍不断的，加强两岸交流合作
是两岸同胞的共同愿望。

针对台陆委会日前禁限台湾有关人士

和团体参加海峡论坛，安峰山在答问时表
示，民进党当局无理阻挠，暴露了他们惧怕
两岸交流合作走近走好的心态，影响不了
海峡论坛的成功举办。我们也奉劝民进党
当局，不要逆时代潮流，开历史倒车，做两
岸民间交流的绊脚石，损害台湾同胞利益，
否则只会遭到两岸同胞的共同唾弃。

我国力促社会办医持续健康规范发展 5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7%

新华社北京6月12日电（记者侯晓
晨）针对美方有人鼓吹中美“脱钩论”，外
交部发言人耿爽12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
示，奉劝美方某些人摒弃意识形态窠臼，
不要妄图开历史倒车。

耿爽当天在回答有关提问时说，“脱
钩论”是美国一小撮固守冷战思维、奉行
零和博弈的人鼓噪出来的极其危险、极不
负责任的论调。“这种论调违背中美关系
合作共赢的本质，罔顾两国交流友好密切
的民意，不符时代发展进步的潮流，不可
能得到支持，也注定不会得逞。”

他表示，中美建交40年来，两国已经
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高度互补、深度
融合的利益格局和互利互惠关系。现在，

中美已经成为彼此最大贸易伙伴国和重
要投资对象国。美国几乎所有大公司在
中国都有业务，所有的州与中国都有合
作。中美之间已经建立起50对友好省州
和227对友好城市关系，每天大约有1.4
万人乘坐航班往返于太平洋两岸。美国
从中美经贸中获得了巨大利益。仅2017
年，美资企业在华销售收入就超过7000
亿美元，利润超过500亿美元。

“要让中美脱钩，首先要问问这些公
司企业同不同意，问问这些地方省州同不
同意，问问两国民众同不同意。”耿爽说。

他表示，中美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
济体，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中
都占有重要地位。如果强行让中美脱

钩，势必打乱现有的世界经济链条，破坏
全球产业分工，引发国际市场混乱和金
融市场动荡，这肯定不是各利益攸关方
希望看到的。

耿爽说：“我们奉劝美方某些人反省
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摒弃意识形态窠
臼，停止散播偏见之深、思维之旧的言论，
不要妄图开历史倒车。”

他表示，历史和现实证明，中美作为
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是双
方最好的选择。我们希望美方能够和中
方相向而行，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拓展合
作，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管控分歧，共同
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
系，增进两国和世界人民福祉。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中美“脱钩论”是开历史倒车
据新华社维也纳6月12日电（记者赵

菲菲 王子辰）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
和联合国外层空间事务办公室12日在维
也纳联合宣布，来自17个国家的9个项目
从42项申请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空间站
科学实验首批入选项目。这标志着中国空
间站国际合作进入新阶段。

这些项目来自瑞士、波兰、德国、意大
利、挪威、法国、西班牙、荷兰、印度、俄罗
斯、比利时、肯尼亚、日本、沙特阿拉伯、中
国、墨西哥、秘鲁等17个国家的23个机构，
包括政府机构和私营实体等。

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
织代表、特命全权大使王群说，中国空间站
国际合作生动诠释了多边主义，充分体现

了开放包容，并始终致力于可持续发展，是
推动构建外空命运共同体的鲜活写照。

发布会上，联合国外层空间事务办公室
主任西莫内塔·迪皮波对中国政府向联合国
会员国开放空间站表示高度赞赏，称中国的
这一举措有力促进了载人航天国际合作，使
更多国家有机会参与载人航天技术研究。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任郝淳介
绍说，下一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将
与联合国外层空间事务办公室紧密合作，
进一步完善并发布第二轮合作机会公告。

据介绍，中国空间站将在2022年前后
完成建造，具备支持开展大规模多学科的
空间科学研究、技术验证和空间应用的独
特优势。

17国9项目入选中国空间站科学实验

逾万台湾民众报名参加第11届海峡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