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绿色转型
紧抓机遇奋发有为

职业教育肩负着培养多样化人才、
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责任。
职业学校要保持蓬勃向上的活力，最关
键的是要在“主动适应当地经济建设和
社会发展的需要”上下功夫，做文章。

众所周知，化工类专业是工业校的
“王牌优势”专业。在发展过程中，工业
校人没有沾沾自喜，而是敏锐地捕捉
到，随着生产技术不断更新，设备自动
化程度越来越高，化工企业各岗位对从
业人员的学历层次的需求也越来越高，
专业面临传统化工人才需求下滑的考
验，寻求专业转型突破成为必然。

然而，老旧专业转型升级难以突
破、人才培养产教分离难以协同、培育
培训难以兼顾等难题，让转型之路困难
重重。

抢抓机遇谋突破，工业校自2013
年开始，紧抓环保产业大发展的机遇，
制定了化工专业优化调整方案，将传统
化工专业人才培养定位转向环境监测

与治理方向，并以重庆市重点（特色）专
业建设项目、重庆市高技能人才培训基
地建设项目等市级重点专业建设项目
为载体，产教协同推进专业转型，育训
并举构建专业社会服务体系，为重庆市
环保产业和经济发展服务。

明思路、定目标、强举措，学校又根
据环保行业现实需求的特点，以满足人
才市场需求的“目标”为“导向”，及时做
好顶层规划设计，合理构建教学质量保
障体系，在平台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和
规章制度等方面保障培养方案的高质
量实施，紧扣行业特色，培养在行业领
域中具备优势竞争力的人才。

转型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但依旧
未能阻挡工业校前进的步伐，征程在脚
下，无鞭已奋蹄。

绿色实践
组合拳打出新天地

“汇群雄，聚英才，竞秀巴渝工匠精
神；强技能，兴产业，助推重庆经济腾
飞”。9月底，2020年“巴渝工匠”杯全

市第二届化工医药行业技能大赛在重
庆市工业学校成功闭幕。

“巴渝工匠”杯全市化工医药行业
技能大赛，是我市化工医药行业一项权
威性、专业性职业技能赛事，重庆市工
业学校作为承办方，既展示了高超的组
织服务水平，也显示出化工类相关专业
不俗的成绩。

在过去几年中，学校打出了调专
业、建联盟、强服务等一套组合拳，演绎
出充满智慧与魄力的教育实践。

对接产业发展调整专业方向，促进
专业转型升级。

学校邀请行业企业专家成立专业
建设委员会，建立“工学结合、实境教
学”的人才培养模式，构建“基于环境监
测典型工作任务”的专业核心课程体
系，开发《环境监测技术》等5门课程教
材及教学资源，引企入校共建具有第三
方检测资质的环境分析监测中心为实
境教学提供平台与载体，鼓励8名教师
先后考取“水环境分析检测工”技师证
书……一系列措施的实施，促进专业稳
步转型。

构建产业人才培养联盟，实现人才
培养产教全程协同。

学校邀请重庆市环保产业协会、重
庆市生态环境监测协会、重庆市恒鼎环
境检测有限公司等6家行业企业，共同
组建环保产业人才培养联盟，共同制定
人才培养方案。学校通过与重庆市恒
鼎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合作，引企入校，
建立具有CMA资质的“恒鼎环境分析
检测中心”，成为重庆市首批获得第三
方检测资质的环境检测机构。学校相
关负责人介绍：“这种基于真实检测项
目、真实工作环境、按照企业标准工作
流程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在工作中学
习，练就过硬本领。”

深挖专业社会服务潜力，服务产业
和地方经济发展。

学校建立“重庆市环保产业从业人
员培训基地”、“重庆市环境监测与治理
技术”公共实训基地、重庆市高技能人
才培训基地，开展从业人员素质提升培
训，年均达3000余人次。组织开展“巴

渝工匠杯”行业技能大赛，促进产业人
才技术交流。选派老师开展环境监测
社会服务，年服务企业500余家。建立
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博士工作室，传
承技术技能，开展技术咨询服务，实现
专业全方位为产业发展和地方经济服
务。

三套组合拳，打出了学校发展新天
地。

绿色发展
改革引发蝴蝶效应

理念引领专业动能升级，创建“学
校-行业-企业-科研机构”协同育人的
模式，建立“学历教育人才培养+产业
从业人员培训+技术服务”的育训并举
服务体系……这是工业校过去几年大
刀阔斧的改革实践。

学生的成长变化就像一面镜子，折
射出学校转型变革之效。

从2016年开始，该校5届工业分
析与检验专业接受实践检验，成效显
著，743名学生和12471名企业员工直
接受益。学生参加全国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获得一等奖2项、二等奖7项、三等
奖2项，重庆市技能大赛一等奖2项，在
全国同类专业中名列前茅。毕业生双
证获取率98.6%，就业率99.3%，专业对
口率89.7%。用人单位学生满意度达
95%以上。学校被重庆市环保产业协
会授予“人才培养突出贡献奖”。专业
优秀学生层出不穷，2016级学生肖夏
获得“重庆市大国工匠职教之星”，曾艳
艳、孙双凤等多名毕业生已成长为重庆
恒鼎环境检测有限公司等环境检测机
构的质量负责人。

在变革中，教师也百炼成钢，师资
水平整体提升。

学校专业教师高级职称比例64%，
双师比例92.8%。拥有全国职教先进
个人、全国石油化工教育职教名师、全
国石油化工行业技术能手、重庆市具有
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技术能手等省部
级以上优秀教师7人。建成专业精品

课程3门，优质核心课程8门，获得重庆
教学成果一、二等级2项，参加省部级
以上技能大赛获国家级奖项4项，省级
奖项2项。

变革不仅推动教师发展，也促使专
业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工业分析专业先后成为重庆市重
点（特色）专业、重庆市高技能人才培训
基地，重庆市校企合作示范项目、重庆
市“环境监测与治理技术公共实训基
地”建设项目、重庆市高水平骨干专业
建设项目的重点建设专业，以及重庆市
中等职业学校石油化工类专业教师实践
培训基地、重庆市环保产业人才培训基
地、重庆市生态环境监测机构从业人员
培训基地，年均社会培训3000余人次。

作为我市中职教育的领头羊，学校
大力向内外推广成果，取得显著成效。

4年来，化学工艺、计算机应用等6
个传统专业成功实现了调整转型，学生
参加各级各类技能大赛获得国家级一
等奖4项、二等级15项、三等奖7项。
教师参加省部级以上技能大赛获一等
奖3项、二等级2项，省级一等奖13项、
二等级26项、三等奖11项。成果在英
国Colegy Cymoedd学院、重庆市仪
表工业学校、沈阳化学工业学校、集美
工业学校等20多所兄弟院校推广应
用，被市教科院列为重庆市中等职业教
育改革典型案例，50多所职业院校来
校交流学习。

何霜 胡忠英
图片由重庆市工业学校提供

十八大以来，党中
央鲜明提出了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的
发展理念，生态文明建
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
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
高度融合。绿色发展成
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
重大战略。

“职业院校培养绿
色化工人才、提升化工
绿色技能时不我待。”重
庆市工业学校校长杜宏
伟强调，今天的化工职
业教育,已经不能仅仅局
限于学科本身，而应关
注其社会价值和文化价
值，出色完成承接社会
文化、传递生产经验和
社会生活经验的使命。

早自2013年，重庆
市工业学校就以培养绿
色产业人才为目标，进
行专业转型调整，通过
重庆市重点（特色）专业
建设项目，形成了“产教
协同、育训并举”的绿色
产业人才培养模式，于
2016年8月通过学校验
收，在学校化工类专业
经历 4年实践检验，并
向全市及国内 24所职
业院校推广使用，实践
成效显著。

环境分析检测人员技能水平鉴定

转型升级助力污染防治攻坚战

重庆市工业学校“产教协同、育训并举”培养绿色产业人才

校企合作共建绿色产业人才培养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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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长跑者”华宇的突围之路
最是风雨见功夫——
关键指标稳中有进，“稳健派”逆
风飞翔

来自权威研究机构克而瑞的数据显
示，2020年 1-6月，国内TOP100房企
全 口 径 销 售 规 模 较 去 年 同 期 减 少
2.7%。据另一家研究机构乐居财经研究
院的数据，2020年上半年，TOP100房企
的归母净利润总额为2840.93 亿元，较
去年同期减少12.5%。据统计，在内地
和香港上市的所有房地产企业中，超过
100家房地产企业的净利润出现了不同
程度的下滑。

这意味着，销售额下滑、净利润下行
成为房地产全行业的普遍现象。

然而，千磨万击还坚劲，最是风雨见
功夫。总有那样一批企业在奔跑中展现
耐力，在风雨中磨砺韧性，实现了逆势增
长——

9月 28日，在中国企业联合会、中
国企业家协会召开的“2020中国500强
企业高峰论坛”上，发布了2020中国企
业500强榜单，金科集团、龙湖集团、迪
马实业、华宇集团等 15家重庆企业跻
身榜单，比上年增加 1家，上榜数量创
新高。

9月23日，重庆市工商联发布“2020
重庆民营企业100强”榜单。今年的榜
单，民营企业100强入围门槛达12.52亿
元，金科集团、龙湖集团、华宇集团3家房
地产企业稳居前三位。

在此前稍早的8月31日，华宇集团
在上交所披露2020年上半年债券报告。
根据该半年报，2020年上半年，华宇集团

盈利能力大大提升，签约收入同比增长
24%，净利润同比增长7.5%。除此之外，
预收账款239.9亿元，同比增长76.7%。

有业内人士说，比“找准风口，站在风
口上起飞”更难的是逆风飞翔。

风雨之中，华宇集团多项关键指标实
现逆势增长的背后，离不开它一直坚守的

“责任华宇，幸福一生”企业理念，也离不
开它一直秉承的稳健发展思路。

自成立之日起的37年里，稳健是华
宇集团鲜明的标签。也恰恰是这“稳健”
二字，让华宇集团有了迎接风雨的底气和
能力。

大浪淘沙始见金——
“三条红线”，华宇集团无一“踩线”

风雨已来，挑战已至。
近日，央行联合住建部在北京召开重

点房企座谈会，对于房地产融资管理，将
以“三条红线”为标准。其中，“红线一”为
剔除预收款后的资产负债率大于70%；

“红线二”为净负债率大于100%；“红线
三”为现金短债比小于1倍。

根据房企“踩线”情况，将分为“红、

橙、黄、绿”四档。如果“三道红线”全部踩
中，房企有息负债将不能再增加；踩中两
条，有息负债规模年增速不得超过5%；
踩中一条，增速不得超过10%；一条未
中，不得超过15%。

据业内资深人士分析，“三条红线”释
放出监管层对房地产调控的新思路。“踩
线”房企将不得不逐步降低自身财务杠
杆，以达到合规经营的目的，短期内将对
企业资金链产生影响。

据国泰君安发布的研究报告，按照“三
条红线”划分，处于“绿、黄、橙、红”的房地产
企业分别占比为31%、32%、13%、24%。超
六成房地产企业位于绿色及黄色档，四分之
一的房地产企业3条标准均不达标。

不过，在房地产行业掀起大风大雨的
“三条红线”却并未波及到一向财务稳健
的华宇集团——2020年上半年债券报告
显示，华宇集团剔除预收款后的资产负债
率为59.5%，净负债率为77.1%，现金短
债比为1.12。

“三条红线”，华宇集团无一“踩线”。
作为国内房地产界公认的“稳健实力

派”，华宇这种坚持自律、有质量的发展，
在日渐严苛的竞争大环境下，逐步凸显出

长期的竞争优势。
8月 3日，国内权威信用评级机构

大公国际发布“华宇集团 2020 年面向
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
期）信用评级报告”，确定华宇集团的主
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

“稳定”。
事实上，在疫情冲击的2020年，房地

产企业要想实现主体信用评级的上调并
不容易。国际评级机构穆迪认为，受新冠
肺炎疫情和经济疲弱拖累，中国房地产的
需求承受重大压力，今年销售额将不及去
年。预计全国今年房地产销售额按年下
跌5%至10%，同时将中国房地产板块展
望由“稳定”降至“负面”。

此外，大公国际表示，作为重庆地区
的房地产市场龙头企业之一，华宇集团
区域品牌知名度较高、区域竞争力较
强。华宇集团在建项目数量较多，土地
储备具有一定规模，为未来经营提供一
定支撑。

也就是说，华宇集团主体信用评级定
为“AA+”，不仅是企业综合经济实力的
反映，也让它在未来发展中有了一张更鲜
亮的“身份证”。

而今迈步从头越——
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越走越宽广

作为房地产市场的最新监管政策，
“三条红线”将掀起多大的风浪？

9月26日，万科集团董事会主席郁亮
明确表示，这条新规的影响丝毫不亚于
2002年出台的土地招拍挂制度改革。

也就是说，如果将历史的时钟回拨，中
国房地产市场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以下阶段：
上世纪90年代至2002年，房地产企业的发
展关键看能不能拿到地、能拿到哪里的地，
即可概括为“土地红利阶段”；2002年至
2020年，房地产企业的发展关键看能不能
融到资，能融到多少资金决定了能做多大的
事，即可概括为“金融红利阶段”。

但以2020年为界，以“三条红线”出
炉为标志，“房地产市场将进入‘管理红利
阶段’。”郁亮说。

也就是说，房地产企业的发展，关键
看在品牌、质量、人力以及最为要紧的风
控等方面管得如何——而这些恰恰是华
宇集团等一批重庆房地产企业数十年来
坚守的企业发展理念，并由此形成立足市
场的优势、稳步增长的基础，以及更为重
要的长期发展的动力源泉。

9月10日，由中国房地产TOP10研究组
主办的“2020中国房地产品牌价值研究成果
发布会暨第十七届中国房地产品牌发展高峰
论坛”在北京举行。本次大会上，华宇集团凭
借优异的市场表现和品牌影响力，荣登“2020
中国房地产公司品牌价值TOP20”，同时华宇
锦绣大家项目荣登“2020中国房地产精品项
目品牌价值TOP10”榜单，华宇锦绣龙川项目
荣登“2020中国房地产住宅项目品牌价值
TOP10”榜单。

这些只是华宇集团37年砥砺精耕的
一个缩影。

检阅过往，截至2020年9月，华宇集
团已累计开发楼盘222个，遍布全国26
个城市及海外市场，服务业主超过68万
人，回馈社会慈善捐款近2.5亿元。

放眼未来，以“华宇优+”体系的更新
迭代为新起点，“稳健派”华宇集团将与

“山水之城·美丽之地”共创共荣，与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同频共振，在高质量
发展的道路上越走越宽广。

文乙 图片由华宇集团提供

华宇集团总部大楼华宇集团总部大楼

日前，监管部门
为控制开发商有息
债务增长，将以“三
条红线”为标准，对
房地产进行融资管
理，作为落实房地产
长效机制的一环，
“三条红线”政策意
在防范化解金融风
险，保持房地产市场
平稳健康发展。

“拼速度”还是
“比耐力”——数十
年来，房地产界一直
为此争论不休。前
者如国内部分一线
房企，后者如重庆华
宇集团等“稳健派”。

但如今，更疾的
风、更高的浪来了，
两种曾经各有擅场
的发展模式，终于面
临真正的考验。

沧海横流，方显
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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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速度还是比耐力，“三条红线”引发行业新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