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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

2月13日，《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
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发布，从
2019年开始，将启动实施特色高水平
高职院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简称“特高
计划”)和“1+X”(学历证书+职业技能
等级证书)制度改革等两项行动，推动
办学模式由参照普通教育向类型教育
转变。连日来，重庆日报记者采访了
相关专业人士，他们表示，重庆的职业
教育步入高质量发展机遇期，同时也
面临更多挑战。

实施“双基地”建设计划

“《方案》发布令人备感鼓舞，职业
教育步入高质量发展机遇期。”一业内
人士称，发展职业教育的难点是产教

融合、校企合作，关键是如何解决毕业
生“不好用”，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
极性不高的问题。如何既培养学生的
持续发展能力，又提升他的就业能力，
《方案》拿出了分量很重的激励措施。

发展职业教育的难点是产教融
合、校企合作。记者了解到，今年初，
重庆市政府办公厅发布《重庆市高等
教 育 发 展 行 动 计 划（2018—2022
年）》，明确指出，探索高职、应用本
科、专业硕士贯通培养，构建产业人
才培养新体系，建成20所市级优质
高职（高专）院校。实施“双基地”建
设计划，大力推行产教融合、校企合
作，带动“双师双证”建设。建设市级
示范性校企联盟、行业联合的职教集

团30个。

打造“双师型”教师队伍

《方案》中有一个令人关注的变
化：“从2019年起，职业院校、应用型
本科高校相关专业教师原则上从具有
3年以上企业工作经历并具有高职以
上学历的人员中公开招聘，特殊高技
能人才可适当放宽学历要求，2020年
起基本不再从应届毕业生中招聘。”

记者就此采访了市内数所职业院
校，有关人士表示，近年来重庆职业院
校招聘有两个方向，一是引进博士、教
授等高层次人才，包括海归人才。二
是加快从企业引进和培养高技能人
才，成立大师工作室。

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长张进
称，该校一方面启动“双师型”教师素
质提升计划，促进双师素质教师队伍
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加大从企业引进
专、兼职高技能或行业领军人才力度，
补充高水平“双师型”教师数量，“通过
三年努力，该校专任教师中‘双师型’
师资将保持在85%以上。”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受重视

《方案》还有一个特别令人关注的

地方是，从2019年开始，我国将在职
业院校、应用型本科高校启动“学历证
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即1+X
证书制度）试点工作。

对此，重庆公共运输职业学院院
长赵月望认为，目前职业学校的学生
只要拿到一个学历证书就可以毕业，
今后职业院校将更加重视学生考取职
业技能等级证书。

一是可以解决学校教育教学标
准与企业用人标准的不统一的问题；
二是可以提升学生上岗能力，减少企
业对新进大学生的培训成本。“如何
将学历教育和职业技能教育真正结
合起来，不能依靠单纯做加法。”赵月
望称，“现有的职业教育证书制度，存
在着两套体系：一是作为教育属性的
学历证书体系，由教育部门负责管
理，由学校颁发；二是作为职业属性
的职业资格证书体系，主要由人社部
门负责管理并授权颁发。学历证书
与职业技能证书在标准衔接与实施
方面还需要做好顶层设计，需要有一
个制度性的国家资格框架予以支撑，
这非教育部门能独立完成的任务，必
须跳出教育部门形成全体合力，才能
完成。”

构建产业人才培养新体系

重庆探索高职应用本科专业硕士贯通培养
本报记者 匡丽娜 实习生 周子翔

● 重庆市政府办公厅发布《重庆市高等教育发展行
动计划（2018—2022年）》明确指出，探索高职、应用本科、
专业硕士贯通培养，构建产业人才培养新体系，建成20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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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推行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带动“双师双证”建设。建设
市级示范性校企联盟、行业联合的职教集团30个

“呼叫塔台！重庆2380，申请下
降！”

“重庆2380，进场方式綦江1，跑
道20右可以落地，地面风180，3米/秒
……”

这是重庆航空OQ2380航班与重
庆机场T3塔台进行对话。通过塔台，
工作人员在里面指挥飞机正常飞行、
处理紧急情况、发布管制指令等。

重庆机场高峰时段每天接近1000
架次航班起降，每小时有45架飞机进
出港。这么多架次的航班究竟该如何
调度？2月19日，重庆日报记者走进机
场塔台，揭秘它的高效率运作秘诀。

360度俯瞰机场

塔台是机场最高的建筑。民航重
庆空管分局的工作人员杨宁介绍，现
在使用的T3塔台位于第二和第三跑
道中间、T3A航站楼北侧。从地理位
置来看，T3塔台位于整个机场的中心
区域，其高度为 96.5 米，基座用了
1100吨钢筋，高度及使用面积在国内
都位居前列。

进入塔台前，工作人员在大门前输
入密码，“管制室装有先进的门禁系统，
除非受到邀请，否则一般机场工作人员
都无法进入。”记者一行乘电梯来到顶
层，这里是塔台管制室，负责指挥600
米以下机场范围内飞机的起降、滑行。

进入管制室，记者交出了手机。
按规定，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要
被拒之门外，调成静音也不可以，避免
无线电受到干扰。管制室是一个圆形
的房间，四面被玻璃窗包裹。窗外视
野开阔，可360度俯瞰机场全景，包括
所有停在停机坪上的飞机，空管人员
都一目了然。

塔台管制室内分为三个部分：西
塔台席、东塔台席和放行许可席。8名
管制员紧盯着眼前的屏幕，头戴耳机
并不时拿起麦克风，与飞行员讲着外
人不太懂的专业术语。

一小时下达500个指令

前段时间是春运高峰期，塔台每

小时最多要下达500个指令，这样的
高强度工作难免让人产生疲倦。

“我们平常一组16个工作人员，
从当天的早上8点半值守到第二天的
早上8点半，24小时都有人。”杨宁介
绍，一组16个人又分为两个小组，轮
换上岗。“跟一般的工作不同，管制人
员每分每秒注意力都要高度集中，工
作两小时就必须休息两小时，换另一
组人上岗。”

飞机降落后，机场另一侧的机坪
塔台管制室也忙碌起来。指挥员会根
据飞机应停放的机位，给出指令指挥
飞机滑行至相应的道口，再由引导车
将飞机引导至机位。对于出港飞机，
机组在联系机坪塔台后，指挥员根据
起飞时间，给出指令指挥飞机滑行至
特定的移交点。

“我们的压力也很大，在指挥航空
器的过程中，要注意航空器之间的滑
行冲突，不然会出现飞机撞车的事

故。”机坪塔台工作人员表示。
“任何一个差错，都可能在几秒钟

内让几百个人丧生，用如履薄冰来形容
这份工作一点都不夸张。”工作人员从
进入塔台的那一刻起就被反复提醒。
记者注意到，杨宁一边回答记者的问
题，一边望向窗外，“没有飞机起降时候
也要监控跑道，注意是否有无关车辆、
人员、无人机甚至小动物进入。”

夜晚迎来最繁忙时刻

“市民晚上都休息了，管制室却迎
来最繁忙时刻。”杨宁说，晚上进出港
的航班更密集。

忙虽忙，夜幕降临时的重庆机场
却别有一番“浪漫”。夜里，跑道上红、
黄、蓝、绿等各色灯光把重庆机场点缀
得十分美丽。但对空管员来说，每一
盏灯的颜色及摆放位置都有特殊的意
义，它们指引飞行员在夜幕中安全、准
确地降落在既定跑道。

“这个叫坡道指示灯，比如在雾
天，一款白灯会开启，辅助飞行员在茫
茫大雾中确定飞行高度。”杨宁介绍
说，如果飞得过高，灯光就会偏白，反
之则偏红。

管制室内专门有一台机器控制这
些灯，还有几台仪器，用来监测风向、
风速、预报天气。其中，工作人员面前
的雷达显示器最关键。屏幕上有绿色
和蓝色的点，代表不同的航班，鼠标点
击就能看到飞机代码、高度、速度、方
向、目标高度等密密麻麻的信息。“红
色的线表示管制区域，白色的线代表
飞机的飞行方向，飞机从起飞到落地
前的最后一秒，都会被雷达全程监
测。”

“晚上，飞机安全抵达后，有些机
组人员会跟我们说‘晚安，重庆’。”这
是杨宁和其他同事最想听到的，意味
着任务顺利完成，他们可以暂时松口
气了。

记者探秘重庆机场指挥塔台——

每天近千架飞机如何有序起降
本报记者 崔曜

▲2月19日，
重庆机场 T3 塔
台，一架飞机从
旁起飞。

▶2月19日，
重庆机场 T3 塔
台，工作人员正在
指挥飞机起降。

本组图片由
首席记者谢智强
摄

本报讯（记者 黄乔）2 月 20
日，市人力社保局发布重庆市2019
年人事考试工作计划。重庆日报记
者了解到，我市今年共有42项51次
人事考试，其中全国专业技术人员资
格考试23项32次，地方专业技术人
员资格考试11项11次，中央国家机
关公务员考试3项次，地方公务员录
用考试1项次，市级机关遴选公务员
考试1项次，事业单位聘用考试2项
次，招募“三支一扶”考试1项次。

市人事考试中心相关负责人介
绍，较2018年的人事考试计划，今年
共减少了2项次。其中中央国家机
关公务员考试增加2项次（中央机关
及其直属机构公务员遴选考试、公安
院校公安专业应届毕业生定向招录
公务员考试），全国专业技术人员资

格考试减少2项次（资产评估师、招
标师），地方公务员录用考试减少1
项次，市级机关遴选公务员考试减少
1项次。

另外，备受关注的地方公务员录
用考试、公务员遴选考试由往年的2
次变更为1次，考试时间分别为4月
20日及下半年；事业单位聘用考试项
次虽无变化，但考试时间较往年有所
调整，分别为5月19日及10月27日。

该负责人提醒，各项考试项次的
增减情况、报名条件及报名时间请以
具体的考务通知文件为准。请登录
重庆人事考试网（网址：http：//kszx.
cqhrss.gov.cn/u/kszx/），关注“重庆市
人事考试中心”微信公众号查阅具体
考务通知文件，或者拨打12333服务
热线了解相关情况。

2019年重庆人事考试计划出炉

今年我市将有42项人事考试

2月20日，游客在黔江区马喇镇灰千梁子赏雪。2月18日，当地出现雨
雪天气，高山地区形成的冰挂、雾凇景观，吸引了不少游客观赏。

特约摄影 杨敏

乐在春雪中

项目名称：重庆两江新区龙
兴组团J48-1、J49-1等地块控
规一般技术性内容修改方案公示

行政辖区：两江新区
申请单位：重庆两江新区管

理委员会

公示时间：2019年2月24日
至2019年3月2日

公示地点：两江新区规划分
局大厅、控规修改地块现场、重庆
市规划展览馆公示大厅

咨询电话：18008347303

规划公告

机构名称：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机构负责人：谭学军
机构编码：000138500000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南岸区南坪西路36号（3号楼）32层1、2、3、4、5、6单元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南岸区南坪西路36号（3号楼）32层1、2、3、4、5、6单元，

30层3、4、5单元，40层1、2、3单元
成立时期：2016年09月29日
邮政编码：400060
联系电话：023-62611900
业务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经中国

保监会批准，且总公司授权同意的其它业务
发证日期：2019年01年17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重庆保监局代章）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 什么是IPv6（互
联网协议第6版）？众
所周知，人们上网必须
依靠互联网协议。但目
前，全球网民数量已超
过40亿，只有42.9亿个
地址的 IPv4（互联网协
议第4版）地址池已接
近枯竭，无法满足物联
网、人工智能时代对大
量设备接入的需求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重庆
互联网即将跨入IPv6时代。2月20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通信管理局获
悉，重庆将加快推进IPv6部署和应
用，开展基于IPv6的工业互联网和应
用改造试点示范，引导更多用户与流
量向IPv6迁移。今年的目标，是要使
IPv6用户在互联网用户中的占比达
到33%。

相比于IPv4，IPv6(互联网协议
第6版）最为重要的进步就是地址扩
容——IPv6一共有2的128次方个
地址，数量多到可以为地球上每一

粒沙子都分配一个IP地址。同时，
IPv6还拥有更快的路由机制、更好
的业务性能以及更高的安全性等一
系列优点。

正因为如此，IPv6被视为5G、
物联网云计算及边缘计算等新兴技
术的基础，真正实现万物互联的基
础条件之一。目前，各国都在加快
部署IPv6，以抢占即将到来的5G时
代和万物互联时代的发展先机。

根据国家和市委、市政府相关
部署，市通信管理局去年编制印发
了《重庆信息通信基础设施提档升
级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其中，提出了重庆推进IPv6的目标：
到2020年，全市IPv6用户在互联网
用户中的占比达到50%以上。

截至2018年末，重庆互联网用
户已达到 4317.8 万户，同比增长
16.7%。这意味着，今年年底实现这
一目标后，全市IPv6用户至少将超
过1400万户。市通信管理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2018年以来，重庆信息
通信业加快推进IPv6规模部署。目
前，3家基础电信企业均已在渝完成
LTE（长期演进技术）网络端到端
IPv6改造及固定宽带网络与门户、
网上营业厅、手机营业厅和自营
App 的 IPv6 改造，加速 IPv4 向
IPv6演进升级。

加快推进互联网进入IPv6时代

今年重庆IPv6用户占比将达33%

本报讯 重庆市江北区原
政协主席吕祥发同志，因病于

2019 年 2 月 20 日 逝 世 ，享 年
87岁。

吕祥发同志系重庆永川人，
1952年10月参加工作，1954年8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吕祥发同志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