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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平顶山观察记者 张宏怡 通讯员 宁建
鹏）3月 27日，郏县工信局传出喜讯：今年郏县1-2
月份累计完成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12.5亿元，同比
增长8.1%，公共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完成12835万元，
同比增长75.2%。

去年以来，郏县以“工业强县”为引领，把完善配
套设施、加快项目建设、实施创新驱动、提升服务质
量作为推动工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推动全县工
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为给企业生产经营创造良好发展环境，该县
积极筹集资金，去年投入资金 8000多万元用于县
产业集聚区和四个乡镇专业园基础设施建设，其
中县产业集聚区成功晋升为“省级经济技术开发
区”。

按照“谋划一批、开工一批、建成一批”的思路，
该县对已签约落户项目做好规划设计、审批登记；对
准备开工项目，做好企业注册、规划报审等服务；对
在建项目，督促投资方和施工单位按合同约定保质
保量推进。

该县还出台了支持企业实施科技创新奖励措
施，积极鼓励企业与大型央企、科研院所、高等院校
等开展深度合作，加快新产品研发和科技创新。

为提高服务效能，该县出台了《2016年企业服
务工作实施方案》等一系列优质服务企业措施，对产
业聚集区入驻的72个企业（项目）实行县级领导分
包制度，选定77名科级干部担任120家重点企业首
席服务员，开展点对点服务。

据统计，去年，郏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增 21
家，其增量居平顶山各县区第一；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累计完成83.5亿元，同比增长10%。15

本报讯（平顶山观察记者 张宏怡 通讯员 陈晓
山）3月 27日，记者从河南洁石集团获悉，近日该集
团与佛山市华信陶瓷机械有限公司达成协议，华信
公司将为洁石集团在宝丰县投建的圣诺陶瓷有限公
司设计建设 6组现代化的大型窑炉生产线，项目建
成后将成为河南省规模最大的建筑陶瓷生产企业，
年产陶瓷墙地砖面积可达1亿平方米。

洁石集团是宝丰县一家现代化综合性民营企业
集团，拥有洁石建材、洁石煤化、宝丰酒业、洁石铁
运、大驰房产、中科阳光投资等多个全资子公司，涵
盖建材、白酒、焦化、地产等多产业。

据了解，洁石集团此前已有两条陶瓷内墙砖生
产线，此次投资建设圣诺陶瓷，主要是为了扩大产
能，丰富产品结构，完善洁石焦化项目的产业链条：
其中，洁石集团焦化项目产出的大量煤气副产品，通
过配套环保设施处理，可以作为集团建材公司陶瓷
墙地砖生产线的燃料使用；焦化项目在产品熄焦过
程中产生的大量热能，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转化为电
能，供给圣诺陶瓷生产基地使用。此外，建材公司还
可以将生产废水处理达标后输送到焦化公司作为熄
焦补给，焦化原煤中被挑拣出的煤矸石也可作为陶
瓷砖的辅助材料。建材公司与焦化公司之间形成的
节能降耗、资源共享的产业链，实现了煤气、热能、废
水、煤矸石等资源回收利用，同时大大降低了圣诺陶
瓷在生产成本方面的投入。

洁石集团董事长王杰士介绍，此次圣诺陶瓷
兴建的 6组新型陶瓷墙地砖生产线包括 4组预计
年产量为 6000万平方米的中高档内墙砖生产线，
2组预计年产量为 4000万平方米的全抛釉地砖生
产线。其中一期项目预计今年下半年就可以顺利
点火生产。

据悉，为给建材公司打造一个完善的配套产业
链，洁石集团还将投资1.2亿元建设一个陶瓷釉料加
工项目，投资6000万元兴建一个包装箱生产项目，
服务周边所有的建筑陶瓷企业。15

□平顶山观察记者 张宏怡
本报通讯员 苏丽香 王建勋

在平顶山市新华区，活跃着这样一个特
殊群体，他们陪患病的老人就医，帮腿脚不便
的邻居买菜，为上班的家长照顾孩子……这
个群体中有充满活力的青年妇女，也有年过
古稀的老人；有公务员，也有下岗职工和离退
休干部。

虽然年龄不同、职业不同，但他们有一个
共同的名字：新华区爱心志愿者。

3月 26日，记者走进平顶山市新华区西
市场街道优胜街社区，好一派热闹的景象：平
煤神马集团四矿“孙刚爱心联盟”的志愿者为
老人量血压、测血糖、按摩、理发……队长孙
刚说，除了特殊节日，每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他
们都会在社区举行这样的志愿服务活动。

“不只是定期举行志愿服务活动，我们还
设有24小时在线的虚拟养老院。”优胜街社
区书记刘秋丽介绍，“目前社区60岁以上老
年人有486人，占社区总人口12%。为了更
好地服务老人，社区的150多名志愿者共同
建起了一座没有‘围墙’的养老院。”刘秋丽说
的“虚拟养老院”，正是该社区开通的“养老爱
心热线”。

其名为虚，着手在实。2012年 6月，该
社区居委会将 60岁以上老人分为独居、孤

寡、低保、高龄、残疾和生活不能自理等六类，
将其作为“养老爱心热线”的服务对象，安排
志愿者仝晓慧做专职接线员。

一旦社区老人有事打来热线求助，仝晓
慧迅速联系“一对一”的志愿者，上门为社区
老人提供家政服务、医疗保健、心理疏导等
六大类 30余项服务。即便下班，老人们也
可以通过公开的手机号联系到仝晓慧；即便
志愿者因故不能前来，也可安排其他志愿者
服务。

3月26日上午，在81岁老太太高秀珍的
家中，仝晓慧正帮老太太浇花。高秀珍感激
地说：“老伴儿走得早，孩子们工作忙，我也没
跟他们住一起，晓慧经常过来陪我说话解闷
儿,她就跟俺的亲闺女一样。”“虚拟养老院”
实现了老人不住养老院，在家也可享受专业
化的养老服务。

如今，该区每个社区至少有一个特色社
区志愿者服务品牌：曙光街街道凌云社区的

“大姐帮忙团”,西市场街道三七街社区的“有

事您说话”,青石山街道井青社区的“大学生
实践基地”，矿工路街道幸福街社区“十分钟
便民服务圈”，新新街办事处前进社区“党员
义工联盟”……志愿者的身影不仅活跃在一
次次志愿活动中，也忙碌在每一个社区志愿
者服务站、每一位需要帮助的市民家中，它们
宛若一个个动人的镜头构成新华区和谐社区
建设“全景图”,让这个城市更有温度。

2011年，该区光明路街道建设街社区尝
试着对志愿者进行“积分制”管理，把参与志
愿活动的时间换算成积分。根据“服务积
分”，志愿者不但可以进行星级认定，还能在

“爱心空间”里兑换礼品。
“自从实施了爱心积分卡制度，爱心空间

的‘生意’也火爆起来。”建设街社区书记刘庆
军说，“起初，超市的东西只是发给低保困难
户，很多人碍于面子不愿意来领。可现在不
一样了，由于是劳动换取的，经常有居民来兑
换，并且将兑换的东西送给小区的困难户。”

“爱心空间”成立以来，兑换商品上万件，帮扶
困难群众3000多人次,社区志愿者从一开始
的几十人发展壮大到200多人。

据统计，截至去年年底，该区已在全区
11个镇、街道（管委会）和 32个社区、3个村
设立文明使者志愿服务站46家，网上注册志
愿团体 89家，注册志愿者人数已达 5.18 万
人，占全市志愿者总数的三分之一。15

本报讯（通讯员 张志举 闫瑞平）3月 28日，记
者从卫东区工商联获知，在近日全国工商联对外发
布的《关于确认全国“五好”县级工商联的通知》中，
卫东区工商联榜上有名，被确认为2016年全国“五
好”县级工商联，这是自2015年以来该联连续两年
获得此荣誉。

近年来，卫东区工商联充分发挥“桥梁纽带”助
手作用，助推非公有制企业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
济人士健康成长。与多家商会建立异地友好关系，
拓展与外地的经贸交流，为企业搭建交流合作平
台；不断增强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理想信念教育，积
极引导会员企业转型升级；主动为非公经济人士提
供法律信息、人才、融资等服务；引导非公企业自觉
履行社会责任，积极参与“光彩事业”等公益活动，
为辖区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

据统计，去年，卫东区工商联通过助保贷、联保
贷等方式，帮助中小企业融资近2亿元；积极参与协
同招商，实现邀商 24 名，签约 6 个项目，总投资
38.65亿元；引导民营企业为58名贫困大学生捐助
17.7万元，向全区中小学200名品学兼优的学生发
放2万元奖品。15

是学生也是“创客”

“这个系统我觉得还要在架构上做一点
提升。”

“我们的服务器数据库设计可否以 java
为主？”

3月27 日，在平顶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以下简称平职学院）中兴通讯能源信息学院
的创客空间，“星星创客工作室”的同学们正
在这里举行每两周一次的头脑风暴会议。

就是在这样的一次次碰撞和争论中，一
项项创意和设计方案被提了出来。

各种先进的通信设备、洁净宽敞的实训
场所和颇具现代化气息的教学设施，让中兴
通讯能源信息学院和别的学校有所不同。
学院企业方负责人杨志远介绍，2015年，平
职学院和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投资
2400万元建成教育部——中兴通讯 ICT行
业创新基地，并在此基础上共建中兴通讯能
源信息学院。在该基地的“创客空间”活动
区，学生组成的研发小组和中兴通讯派驻的
企业指导教师一起，将有价值的创意成果进
行产品转化，并形成现实产品。

“我们采取的是‘企业主导、学校主体、
师生参与、校内实施’的高校科研模式和‘双
主体、六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平职学院
副院长李树伟说，“创新基地同时也是合作
专业的技术支撑平台，学生们同时也是‘创
客’。”校、企双主体，毕业标准与企业用人标
准融合、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融合、实习实
训条件与 ICT创新基地融合、学院管理与企
业管理融合、专任教师与企业讲师融合、课
程标准与企业标准融合，使参与其中的学生
受益匪浅。

这只是近年来平职学院创新办学模式，深

层次推进校政、校企、校际合作的一个缩影。
在平职学院汽车专业实训室 200余平

方米的实训车间里，汽车技术服务、营销、检
测、维修等各种真实设备一应俱全。学生在
这里，“足不出户”就可以感受到与企业一样
的真实运营场景。

在机械加工实训基地，一台台先进的数
控机床整齐排列，学生利用电脑程序控制着
零件的生产加工。

通过找准学院和企业的利益共同点，该
学院逐步将校内实训实验室转型为校内工
厂，让学生动手为企业制造所需产品，在营
造真实的生产性实训过程中，提升学生对企
业和岗位的综合认知度。

为发展备足后劲儿

“作为培养现代职业人的高职院校，人

才培养模式必须紧跟时代发展。”李树伟介
绍，近年来，该学院主动融入区域经济发展，
与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签订战略合
作协议，扎实推进校政双方在人才培养、科
研服务、资源共享等领域合作共赢；联合近
百家煤炭行业高、中职院校和企事业单位，
牵头组建首个全国性煤炭行业职业教育集
团，协同企业、行业协会等共同创新职业教
育；围绕“互联网+”行动、中国制造2025等
国家重大战略，加快专业布局调整步伐，构
建先进、高效和实用的职业教育信息化教学
环境，新开设“工业机器人技术”“新能源汽
车技术”等7个新专业；通过优化资源配置，
在做精传统煤炭、机电、化工等主体专业的
同时，做大做强建筑类、汽车类、物联网类、
智能制造类四大专业群。

学院先后建成建筑面积达5000平方米
的模拟矿井、2000平方米汽车实训室以及

机械加工实训基地、建筑类专业实训室、
ICT行业创新基地、物联网创新中心、河南
省职业教育电子商务实训基地等一系列实
训基地和场所，有效提升了学院的办学发
展能力。

今年2月17日，作为教育部公布的河南
省两所入选院校之一，平职学院与北京华航
唯实、上海ABB、上海新时达达成“工业机器
人领域职业教育合作项目”合作意向，合作
建设工业机器人应用人才培养中心。项目
建成后，学院的相关专业建设、实训教学水
平和技术研发应用能力将得到极大提升，实
现学生个人能力增强、就业无忧的目标。

“通过校企深度融合，创新技能型人才
培养模式，学院在为社会源源不断输送高
素质技能型人才的同时，也为今后的发展
备足了后劲儿。”平职学院党委书记蔡志刚
说。15

郏县多措并举

做大工业经济蛋糕

河南洁石集团携手佛山华信公司

打造河南最大
陶瓷生产企业

卫东区工商联连续两年

斩获全国“五好”

在平顶山市新华区，每个社区至少有一个特色社区志愿者服务品牌

胜利街社
区志愿者为老
人打扫房间

志愿服务让城市更有温度

学院变“工厂” 学生成“创客”
深度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平顶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平职学院学生在数控车间实训 平职学院由企业投资建成的教育部——中兴通讯ICT行业创新基地

平职学院学生在化工专业实训室实训

□平顶山观察记者 张建新 张宏怡
本报通讯员 巫鹏

就业是民生之本，技能是就业之本。

作为职业技能培训的高等院校，

平顶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创新办学模

式，积极推进产学融合、校企合作，全

面提升职业教育培训能力。

他们采取“企业主导、学校主体、

师生参与、校内实施”的高校科研模式

和“双主体、六融合”的人才培养模

式。通过校企深度融合，使企业研发

项目走进校园，实现科研创新工作的

体制与机制创新；校、企双主体，通过

毕业标准与企业用人标准融合、校园

文化与企业文化融合、实习实训条件

与创新基地融合、学院管理与企业管

理融合、专任教师与企业讲师融合、课

程标准与企业标准融合，创新技能型

人才培养模式，在为社会源源不断输

送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同时，也为今

后的发展备足了后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