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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首个
“德国 AHK
Meister 培训基地”落户江门

广州港技工学校为茂名广港码头定向输送人才

200 名“广州港班”学生成业务骨干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彭新启 通讯
员曹巧仪）随着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与
茂名港集团有限公司联合投资兴建的
茂名港博贺新港区通用码头正式开港，
经过近 4 年的培养，由广州港技工学校
与茂名广港码头有限公司签订的“广州
港班”近 200 名技能人才已在码头一线
成长为业务骨干。

校企合作定向培养人才
早在 2014 年，广州港技工学校与茂
名广港码头有限公司联手合作，签订校
企合作框架协议，前置培养港口关键岗
位的技能人才。从 2014 年校企合作举
办第一届定向班“茂名广港班”以来，已
培养 4 期共 200 多名港口人才，为 188 个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落实国家免学费政
策。输送人才到茂名广港码头和股份
公司属下其它单位，为茂名广港码头的
筹建开港提供了人才保障。
据广州港技工学校校长岑沛容介
绍，
“ 广州港班”学生基本上来自茂名、
湛江，2014 年，在该班招生初期，为了做
好生源择选，广州港技工学校到茂名、
湛江当地进行广泛招生宣传，定向培养
班殷实的企业背景、良好的就业前景，
引起了众多有志于从事港口建设事业
的学生和家长的关注，
“毕业即就业”也
成为学校当年招生的一大亮点。
从 2014 年开始至 2016 年，广州港
技工学校招收、培养 4 个班学生，为保证
“茂名广港班”的教育质量，技工学校选
派投入最优质的师资力量和教学资

■学员岗前培训宣誓

曹巧仪/摄

源。由于该班的学生大多来自茂名、湛
实践，再由培训部门进行岗前培训考
江，很多是初次离开父母，人生地不熟， 证，
“广州港班”的同学们已一洗当初到
技工学校要求班主任经常到宿舍，关心
校的稚嫩，成为拥有一技之长、了解港
学生的起居饮食和心理动态。同时，技
口企业文化、熟悉港口机械操作的技能
工学校还组织丰富多彩的专业教育、港
人才，成为港口生产的生力军。
口企业文化实践、南沙邮轮志愿服务等
记 者 了 解 到 ，茂 名 港 博 贺 新 港 区
活动，让学生了解港口文化和港口对人
通用码头从筹建到开港历时 6 年多，
才的需求，增强对港口的认识，树立为 “广州港班”不仅为筹建开港提供了人
港口服务的意识。
才保障，还是广州港股份对于“智力扶
贫新模式”的探索，尝试引入职业教育
探索“智力扶贫新模式”
精准招生、精准资助、精准培养、精准
为鼓励学生努力学习、掌握扎实技
就业的扶贫功能，实现了为茂名贫困
能，茂名广港码头有限公司设立“广州
家庭子女提供从入学、资助到就业的
港”奖学金，目前已有 100 多人次获奖。 “一条龙”帮扶，成效快、影响广、可持
经过 2 年在校理论实训学习，1 年企业
续性好。

我省中职生去年就业率 97.91%
超七成从事技术工作
本报讯 广东一共有多少所中职学
校？在校生、毕业生数量是多少？中职生
就业情况如何？广东《2018 年度中等职业
教育质量年报》近日“出炉”
（以下简称《报
告》），数据显示，71.70%的中等职业学校
毕业生从事普通技术工作，55.84%的中等
职业学校毕业生具有初、中级专业技术等
级证。
《报告》指出，2018 年广东省共有独立
设置的中等职业学校 444 所，在校生 86.73
万人，招生数为 29.72 万人。其中 39 所为
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校，124
所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48 所省级示
范校，225 所省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
值得注意的是，从区域来看，各地市
中等职业教育规模差异较大，广州市中等

职业学校的招生、在校生规模最大，有 82
所；其次为湛江市，有 53 所；中等职业学
校较少的地市为珠海、阳江市，分别为 8
所、5 所。
在就业方面，中等职业教育持续保持
高位，2018 全省就业率为 97.91%，与 2017
年的 98%基本持平。
《报告》指出 2018 年，全省中等职业
学校毕业生总数 28.53 万人，就业学生数
27.94 万人。其中，全省直接就业学生数
21.37 万人，直接就业率为 74.90%；直接就
业学生中，对口就业学生数 20.33 万人，占
比 95.13%。
那么中职生就业去向如何？根据《报
告》，毕业生到国家机关及各种所有制企、
事业单位的比例最大，占直接就业学生的

73.84%，其中个体经营占比 21.22%；从就
业地域来看，本地就业的毕业生比重最
大，占直接就业学生的 76.61%；从就业地
点上看，城镇就业的毕业生比重较大，占
直接就业学生的 94.90%，中等职业学校毕
业生就业的城镇化和本地化特征明显；从
专业大类的学生就业情况看，各专业大类
的学生就业率均超过 95%，其中，司法服
务类专业学生就业率最高，高达 99.94%；
其次是石油化工类，达 99.59%。
此外，根据调查显示，71.70%的中等
职业学校毕业生从事普通技术工作，
55.84%的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具有初、中
级专业技术等级证，中等职业教育为区域
经济社会发展输送了大量初、中级劳动技
能人才。
（周聪）

本报讯 近日，以“智造新动能·匠
心育匠才”为主题的智能制造教育装备
创 新 及 产 教 研 融 合 论 坛 暨 德 国 AHK
（德国工商大会）Meister 江门培训基地
揭牌仪式在市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实
训 基 地 举 行 。 该 基 地 被 授 予“ 德 国
AHK Meister 江门培训基地”称号，这
也是全省首个“德国 AHK Meister 培训
基地”。
据了解，德国工商大会（AHK）在
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代表处构成了
整个德国工商大会（DIHK）驻华代表
处，代表德国政府推动德国企业在华以
及中国企业在德国的发展，并作为全球
商会网络在中国的职业教育平台，在中
国开展职业教育活动，促进中德职业教
育合作，按德国标准保证职业教育活动
的质量。
“为更好地帮助江门人才建设和发
展，我们将依托培训基地，打造‘德国大
师 Meister 培训项目’，采用德国课程精
髓和本土化实践项目为教学内容，以提
高企业现场生产管理能力的需求为导
向，提供系统性解决方案，为建设制造
强国培养具有综合职业能力的企业一
线生产管理人才。”
“德国 AHK Meister
江门培训基地”运营者云科聚匠教育科
技公司负责人表示。
（陈敏锐）

珠海高栏港区
起重机司机培训受追捧
本报讯 以往都是男性从事的起重
机司机岗位，如今也受到女性青睐。近
日，一个为期数十天的起重机司机培训
班在珠海高栏港区平沙镇平塘社区培
训基地举行，共有 58 名学员参加，其中
包括 5 名女学员。
据了解，近年来，高栏港区大力发
展以海洋工程装备为主导的先进装备
制造业，已形成船舶与海洋装备制造
产业集群。而海工产业快速发展带旺
了对起重机司机的用工需求。
作为特种行业岗位的一种，起重
机司机需要较高的技能要求。为满足
企业用人需求，本期培训邀请了高栏
港区码头的企业负责人做开班总动
员，采取订单式技能培训方式，即按企
业岗位需求举行对应工种培训，学员
学习考证通过后择优录取到企业工
作。培训内容主要是吊车结构知识、
吊车操作、设备维护、故障排查以及高
空恐惧心态克服等，为学员提升技能、
解决就业提供了有利机会。
（康振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