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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专技人才 赋能“产业强县”
□

记者 冯威

核心提示：县委书记苏伟在睢宁中等专业学校调研时指出，要全力打造专技多能、产教融合的职业学
校。一直以来，睢宁中等专业学校在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就业水平提升等方面不断探索，在实现学生
订单化培养的同时，
真正产生“1+1＞2”
的效果，
也为睢宁
“工业立县、
产业强县”
打开了一条绿色通道。
技术技能型人才 1000 余人。

校企合作
为睢宁发展培育专技人才
据统计，去年，睢宁中等专业
学校累计为睢宁经济社会发展培
养专技人才 1482 人，其中上半年
参 加 顶 岗 实 习 715 人 ，就 业 236
人；下半年参加跟岗实习 71 人，顶
岗实习 460 人。2021 年，学生本地
就业率首次超过 80%。
“一直以来，学校紧紧围绕睢
宁县‘4+4’产业链和‘765’投产项
目，与本地支柱企业广泛开展技
术、人才、就业、培训、文化等方面
的合作。”睢宁中等专业学校就业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以就业 与产教融合处处长代骞表示，近
产教融合
为目标与企业在人才培养、
技术创 年 来 ，学 校 通 过 校 企 共 建“ 校 中
探索协同育人新模式
新、就业创业等方面开展合作，是 厂”、
“ 厂中校”等形式，与天虹纺
“疫情之后，睢宁中等专业学 睢宁中等专业学校的育人方向。 织、星星冷链、睢科电商、睢宁菜
校主动组织学生来到公司顶岗实 在江苏星星冷链科技有限公司，
一 系餐饮中心等本地大型企业展开
习，对我们复工复产起到了很大 老一新搭档是该校学生来到这里 校企合作，与企业共同制定人才
帮助。”回忆 5 月中旬企业刚复产 后最常见的实训组合。今年江苏 培养方案，共同开发教材。学生
的那段日子，徐州美山子制衣有 星星冷链科技有限公司被评为江 在校内或在企业参与生产性实训
限公司生产车间主任朱海玲说， 苏省第四批产教融合型试点企业， 时，由学校的老师和企业的相关
刚复产时，企业有大量积压订单， 在公司生产车间，
有经验的工人带 技术员进行双向教学，帮助学生
但人手严重不足。关键时刻，是 着学生在生产现场教学。不少学 完成从学生到职业工人、技术工
睢宁中等专业学校雪中送炭，解 生表示，参与实训是强化、检测所 人的身份转变。
了企业的燃眉之急。
“当时我就是 学知识的好机会。
“在这里，
老师傅
代骞告诉记者，为进一步提
这些孩子的实训老师，他们理论 们无论工作还是生活上都非常照 升职业教育服务地方产业发展能
基础很扎实，上手也很快，对我们 顾我们。结合在学校学习的理论 力，目前睢宁中等专业学校正在
快速恢复产能帮助很大。
”
知识，
我进步很快。
”
学生张广镇在 积极申办五年制高职。
“希望通过
“在这里，我全流程体验了制 江苏星星冷链科技有限公司工作 创建五年制高职，进一步提高学
衣工艺，学到了很多实践知识，受 四个多月了，
主要负责产品质量检 校的办学层次、增强学校的办学
益匪浅。”学生鲍研是在徐州美山 验，
现在已经可以独立并出色地完 实力，真正做到教育链、人才链与
子制衣有限公司顶岗实习的学生 成企业交办的任务。
产业链、创新链等联动,为加快实
之一，她非常喜欢这个实践平台，
据了解，通过订单培养、冠名 体经济发展、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表示这种方式提高了自己的综合 培养、顶岗实习等形式，睢宁中等 促进就业创业作出应有贡献。”代
能力。
专业学校已先后为星星冷链输送 骞说。

市市监局来睢调研电商家具产品质量提升工作
本报讯 （记者 赵磊）6 月
22 日下午，
市市监局副局长贺中华
一行来睢，
专题调研我县电商家具
产品质量提升工作。沙集电商转
型示范区建设指挥部总指挥陈良
参加活动。
贺中华先后来到润鑫电商产
业园、徐州好百年家具有限公司、
万沙集团示范工厂等地调研，
实地
了解我县为促进电商家具产品质
量提升，通过政企联手，在推动电
商企业入园、打造示范性样板工
厂、
加快区域电商转型升级等方面

采取的积极有效的探索实践。
座谈会上，在听取有关情况
汇报和参会企业交流发言后，贺
中华强调，在全国上下倡导质量
强国、注重品牌建设的大环境下，
睢宁面对体量这么庞大的电商企
业，首先要做好加减法，对故意违
法违规生产不合格产品的企业要
依法取缔；对不断追求产品质量、
自我创新提升的企业，要从政策、
资金等方面给予必要的扶持，帮
助其做大做强。没有质量就没有
企业，各电商企业一定要树立质

量第一意识，采取必要的质量管
理法管理企业，确保质量控制措
施严格执行到位。睢宁县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要立足监管职能，不
断强化质量一站式服务，通过企
业分级分类管理、不合格指标整
改宣传、重点盲点知识培训等措
施的落地见效，有效促进区域性
产业规范健康发展；市市监局也
将因势利导，全力给予支持配合，
与地方党委政府携手，共同助力
睢宁电商家具产品整体质量提
升。

2022 年全县人大代
年全县人大代表
表
建议政协委员提案交
办会议召开
本报讯 （记者 吴昌松
吴昌松）6 月 22 日下
午，我县召开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
交办会议。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陈楚，县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崔学永，县政协副主席邱
栋梁参加会议。
据了解，2022 年县“两会”期间，县人大
代表和政协委员紧紧围绕全县高质量发展，
深入开展调研，积极建言献策，共提出人大
议案建议 253 件、政协提案 212 件，涉及农业
农村、工业、金融、城建、环保、教育等多个方
面，涵盖经济社会发展各个层面，共交由 54
家单位进行办理。
会议要求，所有承办单位应在收到建
议、提案之日起 3 个月内完成办结，并于 9 月
10 日之前上报办理回复材料。希望各部
门、各单位牢记党的宗旨，
坚持执政为民，
扎
扎实实做好办理工作，为我县经济和各项社
会事业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全县消防安全委员会
（扩大
扩大）
）会议召开
本报讯 （记者 朱申
朱申）6 月 22 日上午，
全县消防安全委员会（扩大）会议召开。县
委常委、常务副县长陈楚参加会议。
会议强调，各单位要进一步认识当前消
防工作的严峻形势，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切
实增强做好消防安全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
感。要深入推进消防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全
力抓好火灾隐患专项排查整治，坚持全域防
控，突出重点场所，紧盯重点环节。要充分
发挥基层“一线”火灾防控作用，
加强消防安
全排查，及时发现和消除火灾隐患。要采取
多种宣传形式，结合典型案例，全覆盖进行
社会化消防宣传工作。要坚持党政同责、一
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
进一步健全消
防安全责任制，
全面压实消防安全责任。

“ 梳 网 清 格 ”大 会 战
提升基础管控质效
本报讯 （记者 周杨
周杨）6 月 21 日晚，睢
宁县公安局基础管控要素
“梳网清格”
大会战
夏季治安清查启动仪式在云河广场举行。副
县长、
县公安局局长周新宇参加启动仪式。
据了解，此次清查行动是运用“梳网清
格”
理念机制方法，
围绕全县范围内人员密集
场所、重点行业场所、流动人口落脚点、重要
运输通道等关键部位进行
“兜底翻”
，
全方位、
全链条、
全覆盖排查各类风险隐患，
彻底把社
会上不放心的人梳出来、把存隐患的物找出
来、
把各类异常信息排出来，
将各类问题化解
在萌芽、
解决在基层。
启动仪式后，
各公安干警按既定分工、
组
织有序地深入划定辖区开展清查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