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 16日，夏邑县
农广校高级农艺师王
留标在北岭镇曹庄村
葡萄园内，为该校中专
班学员上课，现场传授
农业种植经验。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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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晓伟

习近平总书记对职业教育工作作
出重要指示强调，增强职业教育适应
性，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培养
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
大国工匠。近年来，河南应用技术职
业学院顺应职业教育发展趋势，准确
把握当前职业教育学科交叉、理实并
重、产教融合的重要特点，深入推进育
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等方面改
革，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四跨界、四融
合”职业教育创新型人才培养新模
式。该模式的总体框架设计是根据现
代职业教育属性与特征，基于“产业、
企业、职业、专业、就业”的“五业一体”
人才培养理念，形成“主体跨界、需求
融合，标准跨界、德技融合，领域跨界、
知行融合，角色跨界、文化融合”人才
培养模式，以实现高质量人才培养、高
质量就业的目的。

一、主体跨界、需求融合，明
确职业教育实施路径

多主体跨界构筑职教平台是职业
教育的显著特征之一。学校办学格局
由单一主体向多元主体（校、政、行、
企）跨界，多元主体协同构筑科研、育
人平台，产业链资源融合到教育链，延

伸职业教育的广度与深度，增强学界
与业界的紧密联系，实现产业需求与
教育需求相融合，培养适应和引领现
代产业发展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牵头组
建河南省化工医药职业教育集团。
历经 16 年，现有集团成员单位 116
家，主要由河南省内大型化工与医药
类企业、科研院所、本科院校和中高
职院校组成，成为河南省化工、医药
领域省级骨干职教集团。学校以此
为引领，与集团内部企业加强联系，
构筑校企合作平台，增强育人职能。
学校化学工程学院与中国开放大学
石油和化工学院、三门峡市陕州区人
民政府、陕州产业集聚区联合建立陕
州产业学院，探索“政—区—行—校
—企”多主体共建产业学院新模式；
商学院与开封市祥符区人民政府签
订战略合作协议，助力乡村振兴，探
索“校—政”协同育人新模式。

二、标准跨界、德技融合，提
升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

学校将职业技能和职业素养相
融合，把岗位用人标准融入人才培养
方案、课程标准、人才培养质量评价
体系，按岗位和技术领域设置专业，
对人才培养标准与企业用人标准进

行跨界融合，形成多维度人才评价标
准，实现职业教育特定人才培养目
标。

信息工程学院以新一代信息技
术产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为主线，
实施“岗位定向、专班培养”模式，构
建基于岗位需求的专业课程体系和

“教学与实训一体”的实践教学体
系，实现了教学与职业能力要求“零
距离”、教学与岗位的“无缝对接”。
应用化工技术专业依托省级高水平
专业群建设优势，引入国际范式《悉
尼协议》工程专业建设标准，重构设
计“底层可共享、中层可融合、上层
可互选”的应用化工技术课程体系，
将化工领域“1+X”证书内涵有效衔
接，形成跨界、融合为特色的人才培
养方案，融入应用化工技术专业国
家教学标准。

两年来，在“跨界融合”模式下培
养的学生参加“互联网+”“挑战杯”

“发明杯”等创新创业竞赛获奖 60余
项；学生平均就业率均达 98%以上，
实现对口就业、高质量就业、稳定就
业。

三、领域跨界、知行融合，贯
通职业教育社会需求

通过工作领域跨界“1234”工程，

构建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长效机
制，实施职业教育教学、生产、研究等
领域跨界，知识与技能学习相融合，
达到“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实
现促进就业和适应产业发展需求为
导向的全面发展育人目标。

学校各专业实施“四跨界、四融
合”人才培养新模式，将理论与实践
融合，取得卓著育人成效。医药学
院与河南健康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河南迪怡疗护科技有限公司签
署校企合作协议，企业在校设立企
业奖学金，学校在企业设立驻企工
作站和企业实践基地，同时校企双
方在科研领域开展深度合作，构建
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长效机制。
建筑工程学院与广联达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合作承办 2021年河南省“1+
X 工程造价数字化应用职业技能等
级证书”省级师资培训，与河南建业
职业培训学校合作，共同承办了“钢
筋工（中级工）职业技能提升培训
班”等。以此模式，学校先后与国内
外知名企业开设订单培养 21 个班
次 ，与 河 南 能 源 化 工 集 团 等 世 界
500 强 企 业 建 立 稳 定 实 训 就 业 基
地，毕业生被中国石化、诺立昂、河
南能化集团等世界 500 强企业优先
录用。

四、角色跨界、文化融合，优
化职业教育育人环境

职业教育作为一种类型教育，需
要双师特征职教团队和独特的职业
育人环境。校企之间通过“互聘互
用、兼职兼薪”促进人员交流，实现角
色跨界；引入企业场景、文化进校园，
打造具有校企双重特征的育人环境，
实现文化融合。

在“四跨界、四融合”人才培养新
模式框架下，学校各专业教师每年走
出校园进企业，从专业知识传播者变
为企业技术问题的研究者、岗位业务
的指导者；企业能工巧匠、大师傅聘请
进校园，从技术技能的操作者变成了
技能经验的传授者、职业素养的引领
者、行业文化的传承者。学校也积极
引入行业企业生产文化进校园，通过
建设现代化工认知体验中心、化工产
业科普基地、现代生产安全体验中心
等基地，让学生在校内提早适应企业
文化，达到“文以载道、以文化人”的目
的，实现文化融合。医药学院2020年
邀请“中药加工炮制技艺”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承人朱改莲、朱彦峰来校传
艺。学校应用化工技术教师团队
2021年被评选为河南省黄大年式教
学团队、河南省教师教学创新团队。

目前，“四跨界、四融合”人才培
养模式在校内化工、医药、护理、信
息、管理类等专业群进行探索，同时，
省内外 13所高校也撷取培养模式中
的理念、模式、路径等进行实践，均取
得不俗实绩。如山东省淄博职业技
术学院在主体跨界、需求融合等方面
开展了校企合作模式，与山东金诚石
化集团和山东汇丰石化集团有限公
司开展深入合作，促进了国家级专业
群建设；潍坊职业学院采用该模式开
展了“校、政、企”合作模式，先后与万
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海
洋化工科学研究院等多家企业建立
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成为国家级
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和国家级职教
集团。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
海。学校将进一步深化“四跨界、四
融合”职业教育创新型人才培养新模
式的创新，更加精准和高效地优化人
才培养新模式，助推职业教育改革的
持续提升，为中原和国家职业教育的
创新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作者单位：河南应用技术职业
学院）

[该项目为2019年河南省高等教
育教学研究与实践项目重点项目
（2019SJGLX677）]

四跨界 四融合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构建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新模式

本报讯（记者 李运海）新疆库尔
勒市和什力克乡丰禾源农场种植棉
花 50亩，因为是盐碱地，常年亩产在
350公斤左右。2021年，农场滴施我
省研发的盐碱改良剂后，棉花高度、
果枝和成铃数等均有增加，棉花亩产
达 386公斤，与往年相比增产 10%以
上。这块地的主人说，多亏了河南的
盐碱地改良剂。

7月 18 日，援疆干部、省农科院
经作所棉花研究室副主任唐中杰介
绍，省农科院与省科学院“两院”联
手，在新疆新星、库尔勒、喀什、阿勒
泰等地开展土壤盐碱改良研究，取得

良好的增产效果。
试验引进的盐碱地改良剂，是由

省科学院高新技术研究中心绿色化
工科研团队自主研发的国家专利产
品。该项目负责人李中贤博士介绍，
为治理兰考、濮阳等地的盐碱地，省科
学院组织科研团队查阅文献、调查取
样、盆栽试验等，开发出了具有较好的
保水耐盐碱能力的盐碱地改良剂。

新 疆 耕 地 盐 碱 化 的 总 面 积 约
122.9万公顷。盐碱化问题对于农作
物的最直接影响是产量、品质下降，
严重的可导致土地绝收。

“传统的盐碱地治理方法需要大

量的水资源，但新疆缺水，严重制约
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唐中杰说，自
2014年省农科院在新疆建立棉花试
验站以来，一直关注着新疆盐碱地状
况，积极寻找盐碱地改良新技术。
2021年，从省科学院高新技术研究中
心引进 1号、2号两种盐碱地改良剂，
在“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南疆棉花试验
站”进行试验效果评价和最佳剂量研
究，滴施后取得良好增产效果。为了
进一步验证该改良剂效果，今年又扩
大试验区域，研究涵盖棉花、大豆、打
瓜等多种作物。经调查，在不同试点
施用该盐碱改良剂后，出苗率、叶片

叶绿素含量等均有不同程度提高，作
物长势良好，尤其是对盐碱较敏感的
大豆，施用后表现出长势增强、叶色
深绿、茎秆粗壮等多项可喜性状，深
受农民欢迎。

据悉，在新疆对该盐碱地改良剂
进行筛选、鉴定评价和示范推广，是
我省“两院”联手科技援疆的新举
措。目前，省科学院高新技术研究中
心与省农科院对口援疆单位——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三师农科所进
行合作会商，就盐碱改良剂推广应用
和种植菌草改良盐碱地等项目达成
多个合作意向。③7

本报讯（记者 杨晓东 祁道鹏）7月
19日下午，驻马店市政府召开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第五场新闻发布会，记者
从会上获悉，截至18日 24时，本轮疫情
驻马店市共发现阳性感染者 321例（泌
阳县 318例、驿城区 3例），其中确诊病
例13例，无症状感染者308例。

据悉，本轮疫情发生以来，驻马店市
从紧从细从实从快采取各项疫情防控措
施，力争以最短时间最小代价取得最佳防
控效果。为有效阻断疫情蔓延，该市自
12日起对中心城区实施7天临时管控，

经过多轮核酸筛查与疫情防控工作有力
有序推进，目前本轮疫情已实现社会面清
零，7月18日12时起该市解除中心城区
临时管控，生产生活秩序正有序恢复。

解封不解防。会上介绍，该市下一
步将坚持“科学防控、精准防控”，全面
强化管理服务各项措施，对各类风险隐
患进行再排查再整改，坚决看死盯牢重
点传播链，坚决封死堵住传播漏洞，确
保各项疫情防控和安全管理措施落实
落细落地，坚决巩固住来之不易的疫情
防控成果。③5

□本报记者 卢松
本报通讯员 王涛 韩静

7月 15日，走进位于临颍经济技
术开发区的河南中大恒源生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展厅，从各种植物中提
取的色素产品五颜六色，吸人眼球。

“我们上半年的发展也是丰富多彩，
喜上加喜。”该公司董事长文雁君介
绍，一喜是公司挂牌成立了河南省生
物发酵与植物提取中试基地，二喜是
公司销售收入实现逆势增长，三喜是
公司与河南优德控股集团“牵手”。

来自郑州的河南优德控股集团
是河南民营企业百强之一，中大恒源
是漯河市“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今
年 5月双方强强联合，将投资 100亿

元在临颍建设优德中大大健康产业
园。“项目主要包括医疗装备制造产
业园和功能性食品产业园等。双方
将发挥各自的品牌、研发、市场等优
势，合力打造全省乃至全国食品行业
创新旗舰。”文雁君说。

优德中大大健康产业园项目仅是
临颍积极融入郑州都市圈的一个缩影。
临颍区位优势突出，距离郑州市区一个
小时车程；产业优势明显，是“中国休闲
食品之都”，与“中国冷冻食品之都”郑州
有产业合作基础，融入郑州都市圈有得
天独厚的条件。省政府近期印发的《河
南省新型城镇化规划（2021—2035
年）》提出，要重点打造郑漯等8条产业
带，设立临颍等特别合作区，更是为临
颍融入郑州都市圈提供了难得机遇。

“借助郑州的科研、人才、名企等
优势资源，我们引导县内企业采取

‘总部+产业园’‘科技研发+转化基

地’等合作模式，大力引进高端高新
产业和配套产业集群，推动临颍加快
由工业强县向千亿工业新城挺进。”
临颍县发改委主任董朝阳介绍，目前
已引进建福科技高端手机精密零部
件生产基地、颐海海底捞复合调味品
配套产业园等50亿元以上项目落地。

临颍不仅与郑州相邻，距周边六
省省会城市济南、石家庄、太原、西
安、合肥、武汉均在 5小时车程内，县
内休闲食品搭上周边大城市发展的

“快车”，摆上了3亿多消费者的餐桌。
走进位于临颍经济技术开发区的

河南豪峰食品有限公司电商分拨中心，
只见一派繁忙景象。公司员工忙着把
网上订单打印出来，分发给不同物流公
司的人员，贴上接收地址后，由搬运工
人把一箱箱食品送往物流车上。

“线上线下齐发力，产品销售范围
不断扩大。”豪峰食品公司负责人卢国

香介绍，公司通过天猫、京东等电商平
台，销售开发区内众多食品企业的产
品，平均每天能接 15万笔订单，带动
公司年销售收入突破10亿元。

“傍”上周边大城市，临颍县不仅
“吃”到产业转移的红利，而且带动教
育、医疗等社会事业的发展。

朱浩佳是河南机电职业学院的
教师，今年他和3名老师被学院派到临
颍县职业教育中心教学，主要负责电梯
理论和实训教学。“学院每年都会派教
师到临颍，提高临颍学校的教学质量。
同时，学院依托临颍产业基础设立实践
基地，让郑州的学生假期到车间参加实
训。”朱浩佳说，双城优势资源互动，实
现了理论与实践的无缝对接。

优势资源赋能经济快速发展，千亿
工业新城蹄疾步稳，社会事业发展提档
升级……临颍与周边大城市的共舞，
正开拓出高质量发展的新天地。③9

河南“两院”联手改良新疆盐碱地

临颍：融入都市圈 借势赢红利

驻马店本轮疫情实现社会面清零

本报讯（记者 王向前 通讯员 朱
雷华）7月 19日，记者从省慈善总会获
悉，我省“幸福家园”村社互助工程首批
试点建设取得成效，目前全省已有 264
个村社认领“幸福家园”，88个村社成为
工程首批试点建设单位。

7月 7日至 8日，省慈善总会 2022
年“幸福家园”村社互助工程推进会在
郏县召开。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目前
全省已有 264 个村社积极认领“幸福
家园”项目。经过筛选，36 个县（市、

区）的 88个村社作为该项工程的首批
试点单位开展工作，在互联网公开募
捐信息平台发起网络众筹项目 180
个。

据悉，为支持 88 个试点村社建设
好“幸福家园”，省慈善总会拿出 2000
万元配套资金，专项支持试点村社开展
相关项目建设。“幸福家园”村社互助工
程由中华慈善总会发起，旨在动员社会
力量参与村（社区）共建，促进慈善资源
与需求对接。③5

88个村社
成为“幸福家园”工程首批试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