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NINGBO DAILY综合//广告
2018年5月17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朱 立

本报记者 蒋炜宁
通讯员 余晶晶

本月初，200 多万尾银鲳鱼苗
孵化成功，数量是去年的 10 倍。
宁波大学研究团队历时 17 年先后
攻克了银鲳存活难、生长难和繁育
难的三大难题，终于破解了“银鲳
出海即死”这一世界性难题。而全
人工规模化繁育也意味着银鲳的养
殖产业化指日可待。这仅是宁波教
育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生
动事例。无论是在甬高校，还是中
职、成校；无论是国内资源，还是
引进的国外资源，宁波教育紧扣区
域脉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智库和引擎，还
源源不断地输送生力军。

专业对接当地重点产业

两年前的 10 月，浙江工商职
业技术学院慈溪学院成立，设置以
电子商务为主体、与现代服务业对
接的专业群，意在深度对接当地产
业，助推未来五年余慈地区经济转
型发展。

据悉，该校已有 81%的专业与
浙江 （宁波） 先进制造业和现代
服务业发展的重点产业对接，实
现了专业设置与区域经济和产业
结构的良好匹配。该校与宁海合
作，打造出一个与区域“模具机
电”等产业链发展相匹配的先进
制 造 业 专 业 链 ， 从 产 品 造 型 设

计、工业设计，到数控技术、模
具设计与制造以及市场营销、国
际贸易等专业，实现专业链和产
业链的良性互动。近 10 年来，为
当地培育企业员工和开展技能鉴
定 1.2 万多人次，为千余家企业提
供技术服务。眼下，模具已成为
宁海六大特色行业之一。

至今，与该校紧密合作的区县
（市） 已达6个。

校地共建是宁波高校的一大特
色，创办一个学院，支撑一个产
业。宁波职业技术学院与北仑区共
建宁波开发区数字科技园等。建校
以来，已为海天集团直接输送了
800 余名员工，使后者实现零农民
工的目标，为企业转型升级提供有
力的人才支撑。

航空产业已列入国家发展战略
中，我省出台该产业的“十三五”
发展规划，宁波诺丁汉大学在给中
国商飞提供 C929 技术支持后，与
慈溪市签约共建宁诺航空学院和航
空研究院及产业园。今年起航空学
院招收本硕博学生，设定航空电
子、航空动力、航空制造、机场调
度与物流等本科专业及航空工程硕
士项目，为本地航空工业提供高端
人才。同时，引进英国诺丁汉大学
的航空技术团队开展相关领域研
究。

去年初，宁波大红鹰学院与象
山合作开办的影视学院落户大目
湾，实现了象山全日制大学教育零
的突破。这所学院致力于打造国内
重要的“影视人才培养”“影视创
作拍摄”“影视学术研究与影视产
业服务”三大基地。计划通过 5年
建校，学院实现至少两个省市重点
学科和两个省市优势特色专业开

设，为象山区域特色经济发展提供
强力支撑。

至此，宁波高校已在各区县
（市） 实现办学全覆盖。

培养本土“大国工匠”

宁波发展驶入新轨道，产业
发展与转型升级需要大量技术技
能型人才支撑。两年前发布的宁
波年度人才紧缺指数显示：金融
服务、电工电器和文化创意等 3
个产业处于红色区间，属“紧缺
高”。同期发布的技能人才发展供
需指数显示，高技能人才平均年
龄超过 46 岁，呈老龄化趋势，年
轻高技能人才较为匮乏。以物流
专业为例，宁波未来这方面人才
缺口将达 10 万人。可以预见，随
着港口经济圈建设步伐的加快，
人才供需、结构不平衡等矛盾将
进一步凸显。

为此，宁波教育积极响应经济
社会发展需求，扩大人才培养数量
的同时提升质量，培养具有国际视
野、技艺精湛的大批宁波本土“大
国工匠”，助力“中国制造 2025”
试点示范城市建设。

打造 30 个中职品牌和 20 个优
势特色专业。信息、环保、健康、
旅游、时尚、金融、高端设备制造
等重点发展产业急需专业，以及现
代农业、现代服务业、文化创意产
业等经济社会发展急需专业优先考
虑。这些专业申报有三条硬杠——
实践性的教学课时须占总课时的一
半以上；毕业生中级技能证书获取
率在九成以上，就业对口率也在九
成以上；每年面向企业和社会各层
次、类型的培训人数与本专业在校

学生数之比超过21。
重 点 建 设 12 所 市 级 中 职 名

校，开设名师工作室和大师工作室
各 30 个。其中，大师工作室由企
业、学校和社会多方人员构成。重
点打造学校、行业、企业、科研机
构、社会组织等共同参与，集实习
实训、职业培训、技术革新于一体
的 20 个 校 企 共 建 高 标 准 实 训 基
地。以新材料、高端装备和新一代
信息技术为代表的三大战略引领产
业，汽车制造、绿色石化、纺织服
装、智能家电、清洁能源等为代表
的五大传统优势产业，以及一批新
兴增长产业和一批生产性服务业为
重点，开展 25 个专业的现代学徒
制试点。

与此同时，我市还将打造 20
个左右德育品牌和 20 个中职创新
实验室，全面提升中职学生专业素
养。

今年我市试点职业教育“3+
4”培养模式，中职和本科一体化
培养，使“大国工匠”技艺更精。

此外，宁波教育与多部门合
作成立 8 个职业教育行业指导委
员会，同时围绕宁波支柱产业、
重点产业，组建了建筑、园林、医
药等 32 个职业教育集团或联盟，
加强行业指导。终身学习公共服务
平台、先进制造业公共培训平台、
现代服务业公共职业培训平台、校
企通平台，还有四级成人学校网络
等让市民在“家门口”接受各类培
训成为现实。至今，已有 380余万
人次市民在各级各类学校接受教育
培训。镇海澥浦镇成人学校专门针
对农村妇女开设的家政服务培训，
打出了自己的品牌——“海田阿
姨”。

是智库，也是引擎，还输送生力军

宁波教育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本报讯（记者殷聪 通讯员储
昭节 张雪莲）近日，贝发集团在故
宫召开发布会，推出在京东首发的
网 红 笔 类 品 牌“n9”，这 也 是 继

“LAMPO”后，贝发集团面向国内
市场推出的又一高端笔类品牌。从
贴牌生产到如今掘金自主品牌，借
助工业设计，贝发集团在加速进军
国内市场的同时，也向世界宣告了

“为中国好笔代言”的决心。
我国是世界第一制笔大国，拥

有 3000 多家制笔企业，年产 400 多
亿支笔，占全球市场80%的份额。但
与此同时，我国制笔企业长期处于
制笔行业价值链低端，制笔的核心
技术、关键材料和加工设备高度依
赖进口。“圆珠笔之问”甚至一度引
发“中国制造业之问”。

如何力破扼喉之痛？不甘人后
的贝发集团率先出击，与太钢集团
等企业合作，先后解决了笔头及油

墨问题。如今，贝发笔已实现 100%
“中国制造”，将笔芯的保质期从 2
年延长至 5年以上。同时，在国内首
创自动锁墨系统，一举解决了圆珠
笔漏油问题。

“通过工业设计解决圆珠笔的
工艺问题后，近年来我们还在外观
设计上不断发力。”贝发集团设计部
经理谢健哲告诉记者，从 G20 峰会
元首笔到金砖五国峰会用笔，贝发
集团用一支支精美的国产笔，逐渐
甩掉以往低端的“帽子”，向中高端

笔类市场挺进。G20峰会期间，贝发
集团结合杭州良渚玉器与南宋官窑
青瓷文化，并运用在元首用笔上，成
功吸引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关注。

“能得到外国元首的高度认可是
对贝发集团最大的肯定。”谢健哲说，
近年来，国内笔类市场每年的销售额
增速仍超过8%，但国内市场以低端
为主，中高端市场长期被国外品牌占
据。如何打破国外品牌的垄断，加速
进军国内市场是贝发集团下一步发
力的重点。按照计划，贝发集团今年
年底前将搬入新的厂区。届时，贝发
集团的研发设计人员将由原先的200
人增加至 300人。借助工业设计，贝
发集团即将迈上新的征程。

贝发集团借力加速进军国内市场

教育基本现代化
区县（市）“满堂红”

工业设计“点石成金”

本报讯 （记者周琼 通讯员
任社 易丹萍） 昨天，我市在人
力资源大厦举办了一场特殊的招
聘会，应聘者都是残疾人。宁波
人才市场的一位负责人告诉记
者，在筹备过程中，不少用人单
位踊跃参与，招聘活动的规模一
再扩大，最终有 118 家企业报名
参加，提供适合残疾人的工作岗
位1123个。

罗先生是四川巴中人，今年
3 月来到宁波，选择宁波的原因
是他听在宁波工作的亲戚说，宁
波对于残疾人就业有很大的帮扶
力度。昨天的招聘会上，罗先生
和宁波市百思麦瑞电器设备有限
公司达成了初步意向，“宁波对残
疾人就业的重视，果然名副其
实。”

天津体育学院体育经济专业
毕业的硕士刘先生，因为出生时
的意外，有轻微肢体残疾，但残
疾并不能阻断刘先生努力的步
伐，为了让自己在职场上更有竞
争力，他还考取了体育经纪人证
书。如今，随着宁波体育行业发

展越来越好，此前在其他行业工
作的刘先生萌发了转回老本行的
念头。像刘先生这样的高端专业
性人才在招聘会上很受欢迎，在
现场招聘的宁波奥体中心运营管
理有限公司抛出橄榄枝愿意为他
量身定岗。奥体中心招聘负责人
说，本来在现场想要找的是信息
管理主管和企划员，对于刘先
生，他们会回去商量，为刘先生
提供体育经纪人等针对性更强的
岗位。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我市
残疾人就业创业工作取得长足发
展。2016 年以来，宁波市党政机
关首度“破冰”定向招录了 6 名
残疾人公务员，招录人数连续两
年位列全省首位，为全社会起到
了良好的示范带头作用。同时，
为了帮助更多残疾人对接就业岗
位，我市建立“每年 1 月份”就
业援助月和“每月 15日”专场招
聘会等常态化就业服务机制。据
悉，目前我市16周岁至59周岁有
就业愿望的残疾人的就业率达到
92.2%，在全省名列前茅。

我市昨天召开了一场特殊的招聘会

千余个岗位专供残疾人

应聘者正在与用人单位进行交谈。 （丁安 摄）

【紧接第1版】一季度全区落户项
目 700 个 ， 注 册 资 金 达 31.3 亿
元，其中注册资金 500 万元以上
项目448个。

招商选资是夯实产业支撑、
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途径。在区
域人才和项目抢夺日益白热化的
态势下，区招商部门按照该区

“六争攻坚·攀高跨越”三年行动
计划，拉高站位，两组招商引智
小分队赴北京和深圳设立联络
处，并计划进行长达两年的驻点
招商。

为有效保障重大项目顺利推

进，江北区在“一条龙”行政服
务基础上，对重大项目开通快速
通道，令很多新入驻企业倍感贴
心，“像‘娘家人’一样亲。”区
招商部门开展夜学、沙龙、招商
达人秀等招商专员提升行动，不
断激发招商专员积极性，分片
区、分领域建立若干支执行力
强、勇于开拓创新的招商小分
队。全区在谈项目数据库不断扩
大，重点在谈项目约 70项。总部
经济、金融类等多个在谈项目取
得突破性进展，一批大项目好项
目有望于近期落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