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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友记！胡靖航再披建业战袍
本报讯（记者 李悦）7月 9日，河南建业

俱乐部在郑州航海体育场召开新闻发布
会，正式宣布上海上港球员胡靖航、广州
恒大球员王上源租借加盟建业俱乐部。
在下半赛季，他们将代表建业征战中超
联赛。

对于建业俱乐部来说，胡靖航可谓
球队的老熟人了。上个赛季，胡靖航就
曾被上港租借到建业，并代表球队征战
了 27 场中超球队，其中 25 场首发，并打
入 3 球。赛季结束后，在建业表现出色的
胡靖航，更是被评为 2017 赛季中超联赛

的最佳新人。
2018 赛季开始后，回归上港的胡靖航

并没有获得多少出场的机会，在人才济济
的上港，胡靖航在竞争中显然不占什么优
势。在此情况下，回到熟悉的建业，重新
获得比赛锻炼的机会，也是胡靖航的最好
选择。

据了解，对于王上源和胡靖航的租
借，建业、恒大和上港三家俱乐部都非常支
持。本次租借，恒大和上港不但不收租借
费，球员工资也是由双方俱乐部各负担一
半。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胡靖航和王上

源均表示，关于建业目前的战术体系，他们
都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加盟建业后，他们
也有信心帮助球队打好下半赛季的中超联
赛，并最终帮助球队完成保级。

王上源和胡靖航加盟后，除了在外援
引进方面还存在变数外，建业的夏季内援
引进工作已基本收官。接下来，球队将积
极备战 7 月 18 日客场与北京国安的中超
联赛。⑥9

7月 2日，2017年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师资国家
级专项培训第十三期管理干部培训班结班仪式在厦
门佰翔软件园酒店会议室举行。仪式上，来自福建、
河南等地的全国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管理干部（校长）
进行了培训总结。

通过培训，全体参训学员进一步了解了我国校
园足球发展的政策及规划，多位学员走到台前介绍
了各校开展校园足球的先进经验和开展方案，并分
享了培训心得。

他们表示深切感受到了国家对青少年校园足球
事业的重视，明白管理干部（校长）在开展校园足球工
作中的重要作用，非常珍惜此次培训的收获，要将本
次培训中学习的知识应用到学校的管理工作实践中，
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为我国体育教育事业、为我国足
球事业发展贡献力量。

正如本次授课专家、
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专
家委员会委员张悦虹所
说：“校园足球的核心灵
魂是校长。校长把握着
校园足球的导向，处于
决 策 地 位 。 因 此,针 对
校长举办的专项培训就
显得尤为重要。”未来，
由各位管理干部（校长）
带领的各特色校，也将
不断丰富着校园足球的
发展方式。 （校足办）

2018年 6月 1日开奖的18145期排列彩开奖号码
是：5、2、3、1、8，漯河市彩民王先生仅凭 2元的直选票
喜中排列5一等奖。

据王先生讲，自己以前没有接触过体育彩票，两
个月前开车时从交通广播上听到有关体彩的事，发现原
来做公益这么简单，小小的彩票，包含着大大的公益。就
像彩票写德国：“感谢您为公益事业贡献0.74元”。

从此他就坚持不断的期期买彩票，只要有时间几
乎每期都会买几注彩票，花钱不多，在默默奉献爱心
的同时也给自己买份希望。

谈起这次中奖的经历，王先生告诉笔者，这组中
奖号码是他随机机选的，当时没想到会中奖，就像平
时打彩票一样，每期机选一注排列彩已成为他的习
惯。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啊！晚上，开奖结果出来后，
当他通过手机网上查询得知中了一等奖，总奖金高达
100000元时，喜的王先生一宿没睡好，中大奖就这么简
单，就这么真实…… （吴靖娜）

本报讯（记者 黄晖）7月 8日，第十三届省运会青
少年竞技组男女甲组篮球赛在周口市西华县分赛区落
幕。焦作男、女篮以绝对优势双双夺冠。

本次比赛共有来自全省20支代表队322名运动员参
加。经过8天激烈比拼，焦作男、女篮一路杀进决赛，与他
们分别在决赛中对垒的，是郑州男、女篮。最终，焦作男、
女篮球队以96∶72、61∶40分别战胜对手，夺得冠军。男
篮、女篮的第三名分别被开封队和洛阳队夺得。

到目前为止，第十三届省运会先期进行的青少年
竞技组的比赛，五人制足球、中国式摔跤、国际式摔
跤、举重、射箭、柔道、跆拳道、拳击、幼儿基本体操、
场地自行车、公路自行车、赛艇、皮划艇、篮球甲组等
项目已经全部结束，各项赛事进展顺利，未发生赛风
赛纪及兴奋剂问题。排球、乒乓球、现代五项等项目
的比赛即将展开。⑥11

第十三届省运会学生组啦啦操比赛7月 9
日正式拉开帷幕。啦啦操是集体操、舞蹈、音
乐、健身、娱乐于一体的新兴体育项目，在河南
的大中小学校园中开展广泛，四年一度的全省
体育盛会，吸引了全省69支代表队的1300多
名运动员登场角逐。⑥11 本报记者 黄晖 摄

本报讯（记者 李悦）从去年 7月的
第一轮初选开始，历经一年 8轮的严格
选拔，38位来自登封塔沟武校的功夫女
孩，最终从 2000 多名专业运动员当中
脱颖而出，入选了备战 2022 年北京冬
奥会的国家高山滑雪集训队。7月 13
日，这批千挑万选出来的功夫女孩就将
前往黑龙江开始为期半年的封闭集
训。出征前，她们的母校在 7月 6日专
门为这批学员举办了壮行会，塔沟武校
的创始人，有着67年党龄的刘宝山老先

生更是自费购买了《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第二卷，赠与即将出征的学员和陪
同教练，希望她们在刻苦训练的同时，
也要加强政治思想水平的认识，领会
习总书记关于“办赛精彩，参赛同样精
彩”的指示精神。

据塔沟武校党总支书记刘海科介
绍，一直以来，塔沟武校以党建促发展，
并结出了累累硕果。迄今为止，学校已
培养出709位奥运和世界级冠军及1285
位全国冠军，十五次参加中央电视台春

节联欢晚会演出、五次获奖，并先后参加
了北京奥运会、广州亚运会、南京青奥
会、上海亚信峰会、G20杭州峰会等重大
活动的开闭幕式演出，走在了国内武术
竞技和武术演绎的前列，为少林武术走
出河南、走向世界作出了突出贡献。

“高山滑雪是一个非常苦的项目，
队员们长期要在远离城市的高山雪场
训练。长时间枯燥的训练，经常会影
响到队员们的精神状态。因此，提高
队员们的思想认识，让她们知道为何
而练，是非常重要的。”少林塔沟教育
集团董事长刘海钦认为，经过跨项、跨
界选材层层选拔出来的这 38 名队员，
虽然身体素质没有任何问题，但在心
理素质和品格培养上，还需要学校投入
更多的精力，他也希望这 38 位功夫女
孩，在四年后，能有更多的人为国出战
北京冬奥会。⑥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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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靖航（右）再次牵手建业。
建业俱乐部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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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尚杰 本报通讯员 张燕祥

又是一年毕业季。当大学生们背上行囊
激情满怀走出校门时，龙子湖畔草木葱茏，生
机勃勃。河南职业技术学院又一次蓄积了创
新创业的动能，踏上了新的征程。

近几年，这所地方高职院校在创新创业
方面的表现着实抢眼，引人关注。第三方权
威机构对该校毕业生跟踪调查分析显示，近
三年毕业生创业率分别为 5.1%、5.5%、4.6%，
明显高于全省和全国同类院校的平均水平。
与此同时，毕业生的创业质量也在大幅提升，
先后在国家级和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多
次获奖。

其背后的秘诀何在？
“学院从深入推进三大工程入手，狠抓创

业指导与创业服务，形成了多部门联动、全天
候服务、全方位支持的创新创业工作机制。”河
南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李四清说，学院始终
践行“一体多元化分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
模式，积极构建“1+2+N”实践平台，推动学生
创新创业实践活动形成新常态，打造创新创业
型高端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高地。

激发创新创业意识有氛围
强化课程建设 打造分层次培养模式

“这是一款新型电子书，打开后，能自动播
放视频，可以作为企业的视频推广名片，携带
方便、价格低廉，很受市场欢迎。”7月 9日，文
质彬彬、一脸稚嫩的陈继文站在记者面前，很
难把他与一个年营业额超过百万元的“企业
家”联系起来。

陈继文是河南职业技术学院商学院 2015
届市场营销专业毕业生。在上学期间，他深受
学院创新创业风潮的影响，萌发一系列创业想
法，经过学校辅导和社会实践，带领团队开发
出了新型电子书产品，眼下已经获得了 10多
项发明专利。学院成立创客空间后，他专门将
公司搬回来，带动校友创业。

同样是商学院市场营销专业的毕业生马
华举，在校期间创办了小马策划团，为郑州各
大商场、电视台提供演出等服务，掘得了人生
第一桶金；烹饪食品系毕业生马银戈，利用系
里实训中心的设备、场地，联合几个同学从送
餐服务做起，创办了“郑州青葱餐饮管理公
司”，如今做的红红火火；市场营销专业毕业生
陈本昌与外国友人一起创办了一家英国离岸
公司，把生意做到了海外……

这些走上创业道路的学生，谈起创业历程

时，都说是学院和老师在他们心底撒下了创业
的种子，待时机成熟时，创业的意识就会萌发，

“挡都挡不住”。
为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意识，河南职业技

术学院强化创新创业课程建设，形成了分层次
培养模式。学院面向所有专业开设《创业基
础》《创新创意思维》等课程，进行创新创业意
识普及教育，并充分发挥作为“全省创业培训
定点机构”的优势，开展多期 SYB 和 GYB 培
训，提高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在此基础上，学
院挑出创业意愿强烈、具备一定创业基础的积
极分子，连续两年成功举办为期 10天的创业
精英训练营活动，形成了“普及教育+意向教
育+精英教育”分层次教育模式。

除此外，河南职业技术学院每年都举办创
业政策宣讲会、创业项目巡回展、创业典型经
验报告会等活动，尤其是已经连续成功举办了
31期的创业大讲堂，连续举办了四届校园大学
生创新创业大赛、两届大学生科技创新创意大
赛活动以及三期创业精英班，参与学生达 2万
余人，在全校形成了良好的创业文化氛围。

开展创新创业实践有平台
校政企齐发力 搭建“1+2+N”实践平台

作为一所建校 60余年的国家示范高职院
校、河南高职名校，河南职业技术学院在发展
过程中，充分发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战
线优势，积极整合政府、社会、企业的优势资
源，构建了“1+2+N”实践平台，为师生创新创
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中，“1”为中国中原大学生创业孵化园，

“2”为学院创客空间和大数据双创基地，“N”
为各专业创新创业实训中心。

矗立在平安大道上、学院西侧的中国中
原大学生创业孵化园，是由河南职业技术学
院与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郑州市郑东
新区管委会、清华启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按
照“校政企”共建模式，四方共同建设的。该
孵化园总建筑面积 2.5万平方米，与省内外 20
多家高校、10多家知名中介机构达成合作，吸
引了百余家创业企业入驻，目前正朝着以郑
州为中心、辐射各市的“一中心多基地”的总
体目标，打造辐射全省的创业培训孵化示范
基地。

在中国中原大学生创业孵化园内，河南职
业技术学院自筹自建学院大学生创客空间。
学院出资400万元建造了集创业苗圃、创业培
训、创客咖啡、创业服务、创业孵化于一体的
3400平方米的创客空间和创业培训中心，可
提供160个创业实训工位，截至目前已有90个
项目入驻接受孵化；此外，学院正在建设 4500
平方米的创客公寓，将于 2018年年底投入使
用，将为学生创新创业提供完善的配套支持。

除了瞄准高端、全校统一的创业孵化园
外，河南职业技术学院充分利用学院各优势专
业的校内资源，打造了多个创新创业实训基
地，其中，1200平方米电子商务创业实训中心
及20000平方米的智能家居和新能源汽车等各
专业创业实训中心，全天候向在校大学生开
放。同时，学院利用2011年被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确定为“全省创业培训定点机构”的优
势条件，建设了1400平方米标准化创业培训中
心，为学生创新创业提供专业支持。

保障创新创业服务有举措
打造双师型教学团队 提供全方位支持

紧随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浪潮，河
南职业技术学院将创新创业教育纳入学校整体
发展规划，在2016年年初将创新创业教育引领
工程作为学院重点推进的三大工程之一，并专
门出台了《帮扶大学生创新创业实施办法》，从
人才培养方案调整、教育教学改革、资金支持、
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与管理等全方位给大学生
创新创业提供帮助和支持。2017年，又专门成
立了创业学院，统筹全院的创新创业工作。

为了解决大学生创业普遍存在的资金难
题，河南职业技术学院出台了创业毕业生小额
贷款担保政策，对于申请小额贷款的学生，学
院给予担保支持，同时派专职老师帮助学生完
成贷款手续，争取到小额贷款。目前，学院已
有几十位学生在老师的帮助下拿到了创业小
额贷款并顺利创业。

与此同时，河南职业技术学院还出台了《大
学生创业体系建设引导资金扶持项目管理办
法》，建立每年不少于20万元的创业帮扶基金，
对已开业的在校大学生创业项目进行开业补
贴。目前，已有60个项目获得了每个5000元的
开业补贴，仅2017年，就有郑州寰云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等23个项目拿到了开业补贴。据不完全
统计，近三年河南职业技术学院已投入近800万
元开展创新创业教育工作，资金支持给力。

大学生创新创业，离不开教师的指导。河
南职业技术学院着力打造“双师型”创新创业
教学团队，专门成立了创新创业教育教研室，

建立了一支稳定的创新创业教育和创业指导
教师团队，聘请 15名具备国家级创业咨询师
资格的教师担任“校内导师”、10名国内外知名
企业家和优秀创业者担任兼职“校外导师”、5
名优秀创业校友担任“校友导师”，形成了校内
外结合、专兼职结合的高水平创新创业指导
师资队伍。该院工商管理系田嘉老师，代表河
南省高校参加“华普亿方”杯全国首届创业课程
教学大赛，夺得一等奖。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
张琳被河南省教育厅特聘为就业创业指导
专家。

推进创新创业教育有成效
斩获多项大奖 创业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精心培育，开花结果。河南职业技术学院在
创新创业教育上的重视和投入，斩获了诸多荣誉。

数字最具说服力。第三方高等教育管理
数据与解决方案专业机构麦可思数据表明，近
三年，河南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生创业率分别为
5.1%、5.5%、4.6%，高于全省和全国同类院校
的平均水平，其中，近三届创业人数分别为325
人、279 人、330 人，累计 934 人，创业拉动就
业，提供就业岗位 3000余个。自主创业毕业
生主要从事销售、餐饮、娱乐相关领域，其中以
互联网开发及应用为代表的创新性、科技型创
业所占比例达33%，呈上升趋势。

而在国家级和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中，河南职业技术学院也斩获多项荣誉。学校
创业工作获得国家级、省级表彰 30余次，学生
获得省级二等奖、国家级三等奖以上奖励 166
次。其中 2016年荣获“河南省高校就业创业
工作先进单位”；2017年被评为“河南省高校
就业创业课程建设优秀高校”；2017年第十届

“畅享杯”全国职业院校创业技能大赛，学院获
团体一等奖；特别是在2017年第三届全国“互
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河南省总决赛中，
学院荣获“优秀组织奖”，选送项目获一等奖 1
项、二等奖1项和三等奖2项，是创意组唯一获
得一等奖的高职院校。今年 5月，省教育厅公
布了第五批全省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示范基
地名单，河南职业技术学院创新创业园名列其
中，全省共有10个基地入选。

“社会的肯定和荣誉的取得，对我们来说，
是继续前行的动力。”河南职业技术学院院长
李桂贞说，在今后的教学工作中，学院将继续
实施创新创业教育引领工程，在政策支持、搭
建平台、提供服务上做精做细，引导学生围绕
本专业进行创新创业，鼓励他们提高创业的科
技含量，推动创新创业教育再上新的台阶。

构建“1+2+N”实践平台 打造高端技能人才培养高地

我省创新创业教育走出“河职模式”

2017年11月，学院大学生创客空间正式挂牌成立 学院承办2017创新创业教育论坛暨“创业大讲堂”年度峰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