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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智慧、共建
党建引领凝心聚力
一个党组织就是一座战斗堡

垒，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教书育人旗
帜。

江南职业学校党委全面贯彻党
的教育方针，加强对学校工作的全
面领导，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建立完善“支部+专业群”“支部+
项目”“党委+支部”等工作机制，充
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政治引领、推
动发展、服务师生、凝聚人心等方面
的政治核心作用，为办好人民满意
的现代职业教育提供坚强保障。

通过实施“双培双带工程”，加
强党员教师和骨干教师、支部书记
和专业带头人的双向培养，促进党
建工作与教育教学业务融合共进，
打造了一批在市内外颇具影响力的
专业带头人、教学名师和优秀教学
团队。近年来，教师参加全国职业
院校教学能力大赛获8金4银3铜，
连续两年保持该项赛事全国领先优
势；承担国家、市级重点课题6项，主
持研究教学成果多次被市政府、市
教委授予一、二等奖；5名教师获全
国、全市“五一劳动奖章”。

落实“师德师风建设年”举措，
构建“三全育人”格局，定期开展课
程思政大讨论和教师教学科研大比
武，聚焦师生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

“为群众办实事”，立足教学一线选
树“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我心
中的好老师”等，相继涌现出“工人
先锋号”教研组、改革实践先进个
人、十大青年榜样等先进典型。成
立学校党史宣讲队和党史微宣讲志
愿服务队，面向师生开展党史故事
宣讲、“寻访红色足迹”、“党史百年
天天读”、庆祝建党100周年系列活
动等，在全校范围内营造起“学党
史、听党话、跟党走”的浓厚氛围。

健全党群服务中心功能作用，
丰富职业院校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
内涵，搭建起一个融党群活动、教育
培训、形象展示、服务师生于一体的
开放式、集约化、共享性的党建服务

平台。主持开办课程思政教育网
站，开发“智慧微家”党建学习平台，
建立学习强国“全覆盖”“日通报”机
制，创建基于网络的“智慧+党建”教
育平台，增强党员教育信息化和实
效性。联合学校周边社区党委开展
党建联建，提升社区“网格化”治理
水平，助力通泰门社区创建为“全国
文明单位”；加强与校内和珞璜工业
园区5家企业深度互动，开展“四个
一”共建活动，以“党建联建”深化校
企合作，促带产教融合，助推“校中
厂”——重庆东科模具制造有限公
司成为全市首批产教融合型企业培
育单位。

务实、专业、共享
实施“双优”培育技能人才

成功建设市级首批示范中职学
校，以全市前列位次成为高水平中
职学校建设项目单位，入选全国第

二批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全市“双
优计划”A类项目学校，毕业生知名
企业就业率、专业对口率、稳定满意
率95﹪以上……

细数江南职业学校近年来的发
展成就，可见其在人才培养上下的

“真功夫”。
以建设“双优计划”为契机，学

校深入实施“三教”改革，建立健全
教师评价改革制度、建设教师教学
创新团队、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
建设。依托大中型企业人才优势资
源，共建技能大师工作室、高技能人
才培养基地、教师企业实践流动站
等，为全方位提升教师队伍的教育
教学能力、教学研究能力和专业实
践能力奠定了坚实基础。

围绕产业优化专业结构。目
前，围绕重庆市支柱产业的人才需
求，江南职业学校建立汽车制造、现
代服务、智能制造、财经商贸、现代
农业等5个专业集群，通过设置专业

红、黄牌制度，建立专业准入机制、
动态调整和预警机制，构建了“公共
基础平台共通、专业基础平台共享、
专业方向模块分立、专业选修模块
互选”的能力进阶型课程体系。

同时，学校深化产教融合实践
与探索，以办学模式创新为切入点，
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为主线，引企
入校、共建产教融合基地，通过利益
配置、资源配置、人才培养的一体
化，形成了产教融合发展的办学特
色。学校先后引进重庆卓联仪器仪
表有限公司、重庆金迈郎服饰有限
公司等3家企业入驻，共建集实践教
学、企业生产、社会培训和技术服务
四大功能于一体的产教融合基地，
可提供实践教学工位360个，在有
效满足学校人才培养的同时，实现
年产值1亿元以上，助推学校成功创
建国家“十三五”产教融合工程项目
学校和全市首批“双基地”建设项目
学校。近3年，校企合作研发科研成

果50余项，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
才人1500余人，学生获国家级、市
级职业技能竞赛奖励58次。

多元、创新、共赢
提质培优服务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在培养
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之外，赋予了
职业教育新的使命——发挥人才、
技术、资源优势，全方位服务“三
农”，助力乡村振兴。

江南职业学校主动顺应新时代
建设需求，以“服务三农”为着力点，
以“贴近农民需求、帮助农民增收、
促进产业优化”为目标，以多元化、
基地化、集团化培训，为西部地区乡
村振兴和社会经济发展作出积极贡
献。

早在2014年，学校就牵头组建
了全国首个跨区域、跨行业、跨部门
的农民就业创业培训集团——重庆

市江南农民就业创业培训集团，吸
纳成员单位93家，探索实践“四化合
一”乡村人才培养模式，年培训达6
万人次，其中，5000余名农民成功创
办农村“微企业”，1万余名农民成为
增收致富带头人。2021年5月，集
团作为重庆唯一涉农职教集团被教
育部认评为全国示范性职教集团
（联盟）培育单位。

立足江津“中国生态硒城”相关
产业，学校建设重庆市富硒产业培
训基地，以实施职业教育提质培优
行动计划为契机，对接区域富硒产
业发展需求设置专业，科学精准定
制培训项目，推广“龙头企业+专业
合作社+农户”的产业发展模式，选
派驻村产业发展顾问和农业技术指
导员，发挥“富硒产业培训基地”功
能作用，培养培训“职业素养+富硒
文化+实用技能”的专业化人才
8000余人，为富硒产业发展提供人
才支撑和智力支持，助推江津区富
硒农业产值超100亿元。

结合区域农业产业发展实际，
坚持农科教结合，组建“科技为民服
务团”“产业项目工作组”“农业110
服务队”，成立田间学校，送教下乡，
深入田间地头，开展种植养殖、休闲
旅游、电子商务等技术培训，在助推
地方产业发展的同时，更为巩固脱
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贡
献力量。目前，学校在江津区农委、
江津现代农业园区的支持下，携手
重庆全方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重庆
蕙家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等共建占地
面积 1000亩以上的集产、训、研、
文、旅于一体的综合性涉农培训基
地3个。携手28家农业企业共建32
个专业技能培训基地、8个农业创业
孵化基地，与12个村（社）联姻共建
69个科普示范培训基地。近3年，
先后助推6家企业成为市级农业龙
头企业，12家企业成为重庆农产品
加工业百强示范企业，现代农业园
区成功创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付茂勇 文秀月 覃燕
图片由重庆市江南职业学校提供

职业院校肩负着
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的重要使命。党的十
九届五中全会明确了
建设高质量教育体
系、建成教育强国的
奋斗目标，职业教育
担负着培养多样化人
才、传承技术技能、促
进就业创业的重要职
责。

在重庆市江南职
业学校（下称“江南职
业学校”）看来，职业
院校必须扛起“职业
教育战线大有作为”
的历史担当，抓党建、
谋大局、筑格局、开新
局。

党建引领 打造新时代职业教育新范式
重庆市江南职业学校

上海大众“订单班”实训

据新华社北京6月27日电 （记
者 胡喆）6月27日，国家航天局发
布我国天问一号火星探测任务着陆和
巡视探测系列实拍影像，包括着陆巡
视器开伞和下降过程、祝融号火星车
驶离着陆平台声音及火星表面移动过
程视频，火星全局环境感知图像、火星
车车辙图像等。

目前，天问一号环绕器在轨运行
338天，地火距离3.6亿千米，祝融号
火星车已在火星表面工作42个火星
日，累计行驶236米，环绕器和火星车
工作状态良好。

天问一号任务着陆和巡视探测实拍影像发布

本报讯 （记者 崔曜）6月27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梁平区城市管
理局获悉，梁平区正开展“道路平
整”、垃圾桶集中冲洗、化粪池安全
隐患专项整治、绿化品质提升等专
项行动，多措并举整治市容环境。

3月开始，梁平区城市管理局
对城区主次干道破损沥青路面进行

“徒步巡查”，明确整治清单、整治时
限，并进行科学治理。截至目前，已
完成桂西路、桂东路、双桂大道、丹
桂大道、泰和路 5 条道路面积近
1000平方米的破损路面修补。

同时，梁平区开展了垃圾桶集
中冲洗行动，全面冲洗、维修辖区内

垃圾桶。此次行动共出动工作人员
120余人次、车辆80余台，清洗垃
圾桶1363个，解决了垃圾桶恶臭、
破损等问题。

梁平区还通过查阅资料、现场
核查、技术监测等方式，对城区和乡
镇（街道）的公共化粪池易爆气体指
标、标识标志、基础设施建设、排污
管道等进行全方位“体检”。截至目
前共巡查监测化粪池246座，整改
清掏84座。

此外，梁平区还实施春季增绿
添园、街头绿地提质及坡坎崖绿化
美化工程，工程累计投资6972万
元，完成绿化建设面积 21.36 公
顷。截至目前，梁平区已修剪行道
树240余株，梳理银杏、栾树等350
株，栽植、补植地被灌木1万余平方
米，完成树木修枝约30万平方米。

梁平区多措并举整治市容环境

探访166舰：主要看点有哪些？
开放区域包括前主炮、后防空导弹区等，可到作战指挥室体验当舰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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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陈维灯）6月
27日，166舰在九龙坡区建设码头

“安家”后正式向公众开放，主要开放
区域包括主甲板一层中部位置，前主
炮、尾部主炮和后防空导弹，以及厨
房、驾驶室等区域。

登舰参观需提前上网订票

166舰陈列展必须在网上购票，
市民可通过携程旅行、同程旅行等各
大网络售票平台实名网上购票。当
天一早，就有不少市民来到建设码
头，希望能登舰参观。不过，由于不
知道登舰游览需要在网上订票，现场
无法购票，导致有些市民无法登舰，
只能在码头观看。

166舰有哪些地方特别值得一
看呢？

登上166舰，首先映入眼帘的是
舰对舰导弹组。该区域立有一块大

屏幕，播放着关于166舰的故事。这
也是166舰首个吸引游客驻足观看、
留影的区域。

“大脑”系统在第四层舰舱

循游览线路指示，游客将进入舰
舱。166舰有4层舰舱对游客开放。

在一层舰舱会议室墙上，悬挂着
“珠海舰”的牌匾，提醒每一位游客
166舰有着不平凡的历史。牌匾两
侧的墙上悬挂着流动红旗，牌匾对面
的墙上，则贴满了奖状。

二层舰舱是几个休息室，游客可
以了解当时船员们的居住环境。

三层舰舱有一个小会议室，里面
播放着166舰接受检阅的珍贵画面。

四层舰舱是驾驶舱和作战指挥
室。在这里，游客可以和船舵合影，
也能体验一把当舰长的感受；作战指
挥室里有伺服机柜、侦察机柜、终端

及控制机柜、无线干扰设备等，这些
设备都曾是166舰的“大脑”。

可参观舰炮炮舱

走出舰舱，就来到了舰首部，这
里有 76A式双联 37毫米舰炮、H/
PJ33B 双联 100 毫米舰炮、FQF-
2500型12管204毫米反潜火箭深弹
发射装置等。

H/PJ33B双联100毫米舰炮还
专门打开了炮舱，游客不仅可以观察
到舰炮内部的情况，还能看到显示屏
上播放的舰炮发射画面。

除了舰首，舰尾也有双联100毫
米舰炮、后防空导弹等武器，游客可
以拍照留念。

九龙坡区文化旅游委有关负责
人介绍：“除了166舰，游客们还可
以参观附近的建川博物馆、九龙滩
广场等。如果沿九滨路前行，则能
到黄桷坪钢琴博物馆和重庆沉香博
物馆参观。”

▲6月27日，166舰陈列展开放，吸引众多市
民前来参观。 记者 郑宇 摄/视觉重庆

▲前主炮是主要看点之一。
记者 郑宇 摄/视觉重庆

整 治 市 容 环 境

扮 靓 我 们 的 城 市
九龙坡区建设码头九龙坡区建设码头，，166166舰成为一道靓丽风景舰成为一道靓丽风景。。 通讯员通讯员 陈林陈林 摄摄//视觉重庆视觉重庆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龙丹梅）
6月27日22时，市水利局启动洪水
防御IV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区县水
行政主管部门及有关单位高度重
视，加强防范，守住不发生人员伤亡
的底线。

6月27日20时，市防指发布江
河洪水和山洪灾害IV级预警：预计
27日夜间到29日白天，长江沿线
以南地区将有强降雨，累计雨量
50～110毫米，局地200毫米以上，
最大小时雨量50～70毫米。

其中，27日夜间到28日白天，
东南部和东北部长江以南地区（酉
阳、秀山、黔江、彭水）大雨到暴雨，
局地大暴雨（雨量 30～80 毫米，局

地150毫米以上）；
28日夜间到29日白天，偏南

地区大雨到暴雨（雨量 30～60 毫
米，局地120毫米以上）；

27日夜间到28日白天，贵州
境内乌江流域和綦江流域中雨到大
雨，部分地区暴雨，局地大暴雨，受
上游来水影响可能引发我市綦江、
乌江流域的过境洪水。

6月27日夜间到29日白天，我
市长江沿线及以南地区中小河流可
能出现1～7米不同程度的涨水过
程，个别河流可能超警，其中酉阳、
秀山、黔江、彭水、万州、石柱、丰都、
武隆、涪陵、南川、綦江、江津等区县
中小河流涨水风险高。

预计27日夜间到29日白天，长江沿线以南地区将有强降雨

重庆启动洪水防御IV级应急响应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6月
27日晚，为期四天的2021年全国
田径锦标赛暨全运会资格赛在重庆
奥体中心落下帷幕。重庆本土三级
跳好手徐晓龙凭借出色的发挥，获
得本次全国田径锦标赛男子三级跳
项目的冠军。

此次全国田径锦标赛共设置了
100米、110米栏、4×100米接力、
跳高、跳远等45个项目。

作为本次比赛的东道主，重庆
派出了徐晓龙、别舸等31名选手参
加15个项目的比赛。值得一提的
是，重庆选手在本次田径锦标赛中
展现出极佳的竞技状态，除了在女
子跳远，以及男、女400米等项目中
斩获了多个全运会决赛的参赛名额
外，在26日晚举行的男子三级跳项
目决赛中，徐晓龙以16.62米的成
绩获得该项目的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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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三级跳重庆选手夺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