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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果获奖

1.获奖统计表

成

果

曾

获

奖

励

情

况

获 奖

年 月
所获奖项名称

获 奖

等 级

授 奖

部 门

2022 年

6 月

教学改革成果《构建“跨

界融合、多方联动”运行

机制，提升职教集团产业

服务能力的创新与实践》

湖南省教学成果

一等奖
湖南省教育厅

2018 年

12 月

教学改革成果《中职学校

地方特色专业建设探究与

实践——以陶瓷工艺专业

为例》

国家级教学成果

二等奖
国家教育部

2020 年

11 月
醴陵陶瓷职业教育集团

湖南省示范性职

教集团
湖南省教育厅

2015 年

1 月

传承“醴陵釉下五彩瓷烧

制技术”
国家级传承基地

中国陶瓷工业

协会

2019 年

10 月

《对接陶瓷产业，培养现

代学徒人才培养模式实践

与探究》

教育部现代学徒

制试点单位通过

验收

教育部职业教

育与成人教育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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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获奖通知或证书

（1）成果 2022 年荣获湖南省职业教育成果奖一等奖获奖通知和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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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成果《中职学校地方特色专业建设探究与实践——以陶瓷工艺

专业为例》获国家级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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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醴陵市陶瓷职业教育集团 2020 年获评湖南省示范性职教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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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授予学校“醴陵釉下五彩瓷烧制技术”国家级传承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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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教育部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通过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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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果向其他专业推广

1.开展中高职贯通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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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3



14



1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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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花炮专业开展订单培养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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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级花炮与管理专业学生签约信息统计表（部分）



19

3.陶瓷装备班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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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陶瓷设计与工艺专业群、电子商务专业群立项湖南省优质专业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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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职教集团成立醴陵陶瓷产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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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验向同行推广

1.陶瓷职教集团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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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9 年在湖南省第二届中职学校校长论坛上分享依托职教集团开

展校企合作、产教融合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skYTAxPR76EK0Q5YCQkGRw

https://mp.weixin.qq.com/s/skYTAxPR76EK0Q5YCQkGR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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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陶瓷职教集团与湖南工艺美术职业教育集团签约

醴陵市陶瓷烟花

职业技术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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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省内外兄弟学校来校交流掠影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o4kolYI8jQGfyxaNtOMYqw

https://mp.weixin.qq.com/s/o4kolYI8jQGfyxaNtOMYq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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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07ByDOpfZ6HKqkCtEFY7CQ

https://mp.weixin.qq.com/s/07ByDOpfZ6HKqkCtEFY7C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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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6l6R8jh1EamLHmMhFkdQlA

https://mp.weixin.qq.com/s/6l6R8jh1EamLHmMhFkdQ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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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媒体报道

职教集团运行模式和办学成果得到了中央电视台、湖南经视、湖

南职教就业网、中华陶瓷网、当代商报、株洲新闻网等国家、省市权

威媒体宣传报道。

中央电视台报道我校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

湖南卫视报道我校职教集团运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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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电视台报道我校产教融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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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都市报》《当代商报》报道我校大师收徒、产教融合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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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职教就业》《醴陵电视台》报道我校集团单位校企融合、订单班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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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声在线报道我校校企合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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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形成一批理论成果

成果 1：教学成果《中职学校地方特色专业建设探究与实践——以陶

瓷工艺专业为例》荣获 2018年度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成果 2：案例《弘扬陶瓷传统文化，做新时代的陶瓷人》为株洲地区

唯一的中职学校入选湖南省“奋进新时代中华传统美德湖湘职教行活

动

成果 3：教改项目《聚焦陶瓷花炮产业 “四共”深化产教融合》获

湖南省十大优秀教育改革创新项目

成果 4：教改项目《中职学校陶瓷工艺大师梯度培养模式探究与实践》

通过省教育厅验收

成果 5：教改项目《基于产教融合的产业学院建设与研究》立项为 2021

年度湖南省职教高地建设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

成果 6：教学成果《基于“四双共振”的陶瓷工艺专业现代学徒制人

才培养模式创新与实践》省三等奖

成果 7：教材《陶瓷彩绘技术》《陶瓷成型技术》出版

成果 8：易龙华、丁佳富名师、大师工作室立项为株洲市“双师”工

作室

成果 9：论文《学生学徒“双重身份”演绎成才之路》典型案例获省

一等奖

成果 10：论文《构建区域融合发展的现代产业学院探索与实践》发

表在湖南教育

成果 11：论文《产业转型升级背景下湘瓷专业群内涵建设探究》发

表于湖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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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1：教改成果《中职学校地方特色专业建设探究与实践——以陶

瓷工艺专业为例》荣获 2018 年度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湖南省特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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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2：案例《弘扬陶瓷传统文化，做新时代的陶瓷人》湖南省中等

职业学校德育工作优秀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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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3：教改项目《聚焦陶瓷花炮产业 “四共”深化产教融合》获

湖南省十大优秀教育改革创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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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4：教改项目《中职学校陶瓷工艺大师梯度培养模式探究与实践》

通过省教育厅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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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5：课题《基于产教融合的产业学院建设与研究》立项为 2021 年度

湖南省职教高地建设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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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6：教学成果《基于“四双共振”的陶瓷工艺专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

养模式创新与实践》获省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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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7：教材《陶瓷彩绘技术》《陶瓷成型技术》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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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8：丁佳富名师、易龙华大师工作室立项为株洲市“双师”工作室

丁佳富名师工作室

易龙华大师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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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9：《学生学徒“双重身份”演绎成才之路》典型案例获省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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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10：论文《构建区域融合发展的现代产业学院探索与实践》发表在

湖南教育，收录知网佐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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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11：论文《产业转型升级背景下湘瓷专业群内涵建设探究》发

表于湖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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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1.学生升入本科院校名单（部分）

2018—2021 年一本学校录取学生名册
序号 姓名 毕业时间 录取学校 原毕业中学 备注

1 张优华 2018 年 湖南师范大学 铁肩中学

2 喻明亮 2018 年 湖南师范大学 渌江中学

3 徐艳 2018 年 湖南师范大学 板杉中学

4 彭静雯 2018 年 湖南师范大学 高桥中学

5 洪丹 2018 年 湖南师范大学 板杉中学

6 付娟娟 2018 年 湖南师范大学 醴陵八中

7 喻超 2018 年 湖南农业大学 渌江中学

8 易羽婷 2018 年 湖南农业大学 王坊中学

9 汪雅玲 2018 年 湖南农业大学 转步中学

10 丁婷 2018 年 湖南农业大学 高桥中学

11 唐振 2018 年 湖南工业大学 高桥中学

12 唐洁 2018 年 湖南工商大学 高桥中学

13 古军豪 2018 年 吉首大学 渌江中学

14 邓志远 2018 年 吉首大学 白兔潭中学

15 刘正华 2019 年 湖南师范大学 东堡中学

16 巫碧玉 2019 年 湖南师范大学 渌江中学

17 欧阳依依 2019 年 湖南师范大学 泗汾中学

18 陈雨璐 2019 年 湖南师范大学 渌江中学

19 刘彩霞 2019 年 湖南师范大学 板杉中学

20 杨文 2019 年 湖南师范大学 大障中学

21 梁慧 2019 年 湖南师范大学 渌江中学

22 夏玲沙 2019 年 湖南中医药大学 白兔潭中学

23 谭涵昱 2019 年 吉首大学 渌江中学

24 邓晓凤 2019 年 吉首大学 枧头洲中学

25 许友维 2019 年 湖南文理学院 城南中学

26 潘丽 2019 年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富里中学

27 罗恬 2020 年 湖南中医药大学 富里中学

28 龙壮勇 2020 年 湖南农业大学 第七中学

29 兰国纯 2020 年 湖南农业大学 渌江中学

30 林仔祥 2020 年 湖南农业大学 渌江中学

31 李惊涛 2020 年 湖南师范大学 孙家湾中学

32 廖香婉 2020 年 湖南师范大学 白兔潭中学

33 何流 2020 年 湖南师范大学 白兔潭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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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程思锦 2020 年 湖南师范大学 东堡中学

35 李佳豪 2020 年 湖南师范大学 城北中学

36 刘梓敬 2020 年 湖南师范大学 渌江中学

37 彭紫妮 2020 年 湖南师范大学 城南中学

38 张子瑶 2020 年 湖南师范大学 铁肩中学

39 文子豪 2020 年 湖南师范大学 渌江中学

40 陈清婷 2020 年 湖南师范大学 泗汾中学

41 潘玲 2020 年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富里中学

42 苏瑞 2021 年 湖南师范大学 渌江中学

43 杨紫琪 2021 年 湖南师范大学 渌江中学

44 丁婷婷 2021 年 湖南师范大学 东堡中学

45 彭嘉丽 2021 年 湖南师范大学 南桥中学

46 余思曼 2021 年 衡阳师范学院 船湾中学

47 吴露莎 2021 年 衡阳师范学院 枫林中学

48 罗银华 2021 年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王仙中学

49 廖诗雨 2021 年 吉首大学 渌江中学

50 曾紫嫣 2021 年 吉首大学 转步中学

51 林通 2021 年 湖南文理学院 铁肩中学

52 何梓玉 2021 年 湖南文理学院 渌江中学

53 袁千 2021 年 湖南文理学院 城北中学

54 颜磊 2021 年 湖南城市学院 贺家桥中学

2022 届上重点本科学生名单

序号 班级 姓名 学校

1 451 苏豪祥 湖南师范大学

2 451 郭永钱 湖南师范大学

3 457 曾佳鸿 湖南师范大学

4 457 肖懿譞 湖南师范大学

5 451 杨利伟 湖南农业大学

6 451 张琦 湖南农业大学

7 451 肖婉欣 湖南农业大学

8 451 杨珍情 湖南农业大学

9 451 黎艳婷 吉首大学

10 452 芦显明 吉首大学

11 450 苏徐阳 衡阳师范学院

12 451 刘美林 衡阳师范学院

13 451 汤思雨 衡阳师范学院

14 452 胡子兮 衡阳师范学院

15 452 陈文庆 衡阳师范学院

16 456 林紫薇 湖南工业大学

17 456 李桐栓 湖南工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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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获国家奖学金学生名单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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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技能竞赛近五年统计表及获奖证书（部分）

近五年获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文明风采”活动

获奖汇总表

获奖年份 参赛学生（班级） 参赛作品 指导老师 获奖等级

2017 年 宋骄 《裂变》 蔡超 一等奖

2017 年 易世闯 《翡翠镂空瓶》 蔡超 二等奖

2017 年 刘思佳 《壁虎陶罐》 汤云辉 三等奖

2017 年 第十三届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文明风采”竞赛活动优秀组织奖

总 计

共计：4 个

一等奖共：1个

二等奖共：1个

三等奖共：1个

优秀组织奖：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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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 文明风采优秀组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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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五年湖南省中等职业学校“文明风采”活动获奖

情况汇总表

2

0

1

7

-

2

0

1

8

年

活动项目 参赛学生（班级） 参赛作品 指导老师 获奖等级

活动一：

征文演

讲

个人

刘正华 《沉静，让梦想更绚丽》 肖海祥 一等奖

黄新雨 《瓷经·瓷魂·瓷梦》 王寄平 一等奖

文雅琪 《追梦赤子心》 王寄平 三等奖

活动三：

摄影与

视频

摄影

叶单航 《拉坯少年》 王卫国 一等奖

易康路 《对镜贴“花黄”》 王梦乔 一等奖

刘子琪 《芳华》 黄国兵 二等奖

黄恩 《京韵》 刘方 二等奖

刘展 《艺痴》 王卫国 二等奖

视频

肖晖、杨叮等
《助力瓷博会，陶职志

愿者在行动》
钟洁、邱波 三等奖

胡金粮、郭雯雯、付润

溪、黄凯乐、汤婉乐、

施怡等

《圆梦》
徐峰、谢肖

纯
二等奖

活动四：

才艺展

示

文艺特

长

——歌

舞

刘珊、吴雅诗、杨微、

邹丹、谢平、吴柳君、

李琪、赖雨欣、刘紫薇

《京韵》 刘珊 二等奖

刘斌、吴雅诗、张露、

何浩、张浩、高雷、刘

珊、赖慧等

《渌水瓷韵》 刘珊 三等奖

杨微、谢平、王雅丽、

邹丹、李明珠、邓丛、

周芳、甄子丹

《剪纸姑娘》 刘珊 三等奖

实物展

示

——书

法

陈雯 《古文抄录》 赖福明 一等奖

刘依玲 《刘依玲朱迹》 黄天云 二等奖

乔春燕 《茶烟诗榻对联》 张帆扬 二等奖

实物展

示

——绘

画

宋骄 《满艺花》 蔡超 一等奖

刘瑞雪 《美人虞》 林彩霞 一等奖

陈雯 《雅室书香》 骆焱莎 二等奖

刘瑞雪 《金文对联》 赖福明 三等奖

何成 《何成篆刻》 赖福明 三等奖

2

0

1

活动项目 参赛学生（班级） 参赛作品 指导老师
省赛

活动一： 个人 张子瑶 《筑梦杏林，医路有我》 颜小梅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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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年

征文演

讲
姚许鑫 《我们都是追梦人》 杨湘钧 三等奖

活动二：

朗读者

集体

袁梦、曾志昂、姚许鑫、

匡明
《秋瑾》 喻池、易慧 三等奖

熊敏、杨雨轩、易洁、

张洋
《我的南方和北方》

林利、彭水

根
三等奖

个人
姚许鑫 《月光下的中国》 王梦乔 二等奖

易梓芸 《青春中国》 黄国兵 二等奖

活动三：

才艺展

示

文艺特

长
刘玉叶、兰鑫、周娟等 《盛世花开》 刘珊 二等奖

实物展

示

——书

法

丁娅芳 《小楷—古诗四贴》 朱虹 一等奖

陈雯 《小楷—古诗文选抄》 朱虹 二等奖

实物展

示

——绘

画

汤芷芊 《傲雪寒梅》 骆焱莎 一等奖

江杨 《五彩瓷韵》 丁佳富 二等奖

实物展

示

——非

遗作品

刘子琪 《花样年华》 骆焱莎 一等奖

陈慧 《欣欣向荣》 林彩霞 二等奖

贺莉苹 《郁满芬芳》 骆焱莎 三等奖

实物展

示

——雕

塑

王俊杰 《佛头像》 彭小峰 二等奖

文楚 《镂空满花瓶》 蔡超 二等奖

文楚 《诸事顺利》 蔡超 二等奖

活动四：

成建制

班级合

唱比赛

集体

三年级 385 班
《唱支山歌给党听》《职

业教育歌》
黎亮、潘丹 二等奖

三年级 386 班
《山楂树》《职业教育

歌》

黎亮、张文

霞
三等奖

二年级 413 班
《四季的问候》《职业

教育歌》

曾艳、王艳

红
三等奖

获 2019 年湖南省中等职业学校“文明风采”活动建制班合唱优秀组织奖

活动五：

男子篮

球赛

集体

运动员：邓宗阳、彭威、贺阳春、李志刚、刘都、

贺潇华、杨子旭、叶亮、丁庭伟、陈显诚、钟家

欢、杨经伟

苏昶、程晓

龙
三等奖

获 2019 年湖南省中等职业学校“文明风采”活动体育类竞赛精神文明奖

活动六：

优秀案

例遴选

非学生项目

《“文明风采”融入“釉

下五彩”，让陶职学子

生出彩》

丁佳富、黄

国兵、钟宇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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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2

0

年

活动项目 参赛学生（班级）
参赛作品

指导老

师

获奖等级

活动一：“我

在抗疫中成

长”征文演

讲比赛

个人

征文 演讲 征文 演讲

黎艳婷 李海琴
《长成一棵开

花的树》
颜小梅 一等奖 一等奖

耿佳怡 汪聪颖
《夜空中最亮

的星》
李景阳 二等奖 二等奖

活动二：“我

是阳光中职

生”

个人 柳佳欣
《威威成长

记》
朱 江 一等奖

活动四：成

建制班级合

唱比赛

集体

三年级 412 班

《职业教育

歌》《太阳出

来了》

黎 亮

张文霞
一等奖

三年级 413 班

《职业教育

歌》《毛主席

派来访问团》

曾 艳

张 艺
二等奖

活动五：男

子篮球赛
集体

何运涛、瞿万理、陈显诚、丁庭伟、

江 奇、陈赐涵、邓宇翔、罗顺利、

黄佳胜、赖志涛、陶安奇、贺振航

苏 昶

程晓龙
三等奖

2

0

2

1

年

活动项目
参赛学生（班

级）
参赛作品 指导老师

获奖

等级

/
《让红色基因成为新时代中职生的鲜

亮底色》
王梦乔、李景阳

二等

奖

实

物

肖可雯、王依

婷
《盛世华裳》 林彩霞、瞿蓓

三等

奖

活动

五：

男子

篮球

赛

集

体

瞿万理、邓云聪、江奇、文志强、贺振航、黄佳胜、

陶安奇、胡志威、何运涛、赖志涛、何钢、苏敏睿

苏昶、程晓龙
二等

奖
湖南省优秀教练员：苏昶

获 2021 年湖南省中等职业学校“文明风采”德育实

践活动男子篮球比赛精神文明奖

近五年在校学生在湖南省中等职业学校“文明风采”活动获奖

总数：55 个

一等奖共：14 个

二等奖共：24 个

三等奖共：17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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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黄炎培职业教育创业规划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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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黄炎培职业教育创业规划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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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黄炎培创业规划大赛



63



64

4.学校主要荣誉与立项

（1）国家改革发展示范项目验收通过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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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湖南省首批职业卓越院校项目验收通过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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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4 年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单位奖牌

（4）全国第七届黄炎培职业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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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助推地方产业发展

1.陶瓷产业成为醴陵支柱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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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职教集团牵头单位湖南华联瓷业股份公司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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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湖南华鑫电瓷股份有限公司被评为全国“小巨人”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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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校企合作申报多项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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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成为陶瓷文化传承与宣传窗口

职教集团网站与《集团通讯》内部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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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集团多家单位被授予国家级陶瓷非遗传承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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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开发《醴陵釉下五彩瓷》等技术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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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湖南省日用炻瓷地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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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服务地方经济能力增强

（1）服务当地产业

①毕业生本地就业、教师聘为市科技专家服务团

2019 年，毕业学生数为 1112 人，其中：升学 292 人、自主创业 40 人、

就业学生数为 765 人。就业学生中，对口就业 640 人、本地就业 663 人，

对口就业率 83.1%，本地就业率 86.7%。 2020 年毕业学生 842 人，升学 519

人，就业人数 284 人，就业率达 94.7%，本地就业率 84.3%、就业起薪达

2460，均较上一年有所提升。

就业情况统计表

项目

年份

毕业

生数

(人)

获得相关职

业（工种）

资格证书

就业情况

升学人数（人）

毕

业

生

自

主

创

业

数

（

人

）

应

就

业

人

数

(人

)

就业

率

（%）

对口

就业

人数

(人）

对口

就业

率

（%）

就业地域（人）

人

数

(人

)

占毕

业生

比例

（%）

本

市

州

本

省

外

省

小

计

专

科

本

科

2018 1168 594 50.9 917 98.5 871 91.9 668 77 202 223 147 76 28

2019 1112 152 13.7 780 98.1 640 83.7 663 59 43 292 229 63 40

2020 842 159 18.9 300 94.7 84.3 2460 195 58 31 519 474 45 23

数据来源：醴陵市陶瓷烟花职业技术学校年度质量报告

毕业生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责任意识强，专业技能水平高，到企业能很快

对接工作岗位，融入企业,深受用人单位、企业和社会的认可。近三年抽样调查

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满意率，均达到 97%以上。今年有 100 余名毕业学生来校献

礼，表达对学校的感激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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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佳富、朱虹、邓龙等 8人聘请为醴陵市科技服务专家服务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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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创办《醴瓷》播陶瓷文化

2022年截止出刊 32期 19200本，弘传醴陵陶瓷文化。

《醴瓷》2021 年 1-4 期

《醴瓷》2020 年 1-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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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校企共同研发陶瓷产品

醴陵市”双十佳”评比活动奖杯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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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专业教师与新世纪企业合作开展“鸿运当头大师酒”酒瓶产品设计

④我校专业教师与行业设计大师共同设计“新醴陵八景”工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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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醴陵陶瓷产业学院申报为湖南省版权协会基层工作站，为醴陵陶瓷企业每年

申报大量产品版权



86

2022 年截止，已为企业和个人申报 206 件作品版权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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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服务乡村振兴

①农民大学生培养

醴组〔2019〕23号

关于做好 2019年“农民大学生培养计划”工作的
通知

各镇党委，各街道党工委，长庆示范区党工委：

根据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省教育厅、省财政厅、省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实施“农民大学生培养计划”的通

知》（湘组发〔2014〕12号），中共株洲市委组织部、市教

育局、市财政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实施“农民

大学生培养计划”的通知》（株组〔2015〕21号）文件精神，

为扎实做好 2019年“农民大学生培养计划”工作，现将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招生对象及条件

1、主要为村干部、村级后备干部、农村中共党员。

2、入学对象必须经户籍所在地村（社区）党组织、镇

（街、示范区）党（工）委推荐。

3、专科层次年龄在 45 周岁以下，本科层次年龄在 50

周岁以下；

4、报读专科学员的文化程度为普通高中、普通中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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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高中、技工学校、成人中专以上学历者；报读本科学员

的文化程度为国民教育系列相同或相近专业高等专科（含专

科）以上学历者。

二、专业设置

湖南广播电视大学醴陵工作站根据国家开放大学和湖

南广播电视大学的安排，结合我市农村实际需求，2019年秋

季，开设行政管理（村镇管理方向）本科专业，行政管理（村

镇管理方向）、法律事务（农村法律服务方向）专科专业。

三、招生录取

各镇（街、示范区）党（工）委要制定科学合理的培养

计划，做好学员招生工作。湖南广播电视大学醴陵工作站要

按照国家开放大学、湖南广播电视大学的有关要求和程序做

好学员入学水平测试、资格审核、入学注册等工作，学员注

册信息报市委组织部备案。待湖南广播电视大学会同国家开

放大学终审、录取后，将学员纳入“农民大学生培养计划”培

养范围。

四、学费及解决办法

根据湖南广播电视大学（湘电大通字〔2010〕197号）

文件规定，本科总 71学分，90元/学分，每生学费 6390元；

专科总 76学分，70元／学分，每生学费 5320元。学员学费

根据每学期学分按上述标准收取。如有补考按 20 元／科的

标准收取补考费，书籍资料费据实另收。学费补助按《关于

实施“农民大学生培养计划”的通知》（株组〔2015〕21号）

文件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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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报名时间与地点

报名时间：2019年 8月 15日—2019年 8月 30日

报名地点：湖南广播电视大学醴陵工作站（醴陵市陶瓷

烟花职业技术学校厚德楼 105 室，联系人：匡老师

18974110881）

六、教学组织与管理

1、入学注册。各镇（街、示范区）党（工）委负责统

一组织本级入学对象参加入学注册工作。入学对象须经村

（社区）党组织集体讨论呈报、镇（街、示范区）党（工）

委会审议、市委组织部审批三个程序。湖南广播电视大学醴

陵工作站负责注册入学，入学注册学员信息报市委组织部备

案。

2、学制学历。实行学分制，业余学习时间为两年半，

学籍 8年内有效。学员修满所学专业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

考试合格、符合毕业要求的，由国家开放大学颁发大专或本

科毕业证书（国家承认学历，教育部统一电子注册，网上可

查询）。

3、教学方式。业余学习由湖南广播电视大学醴陵工作

站负责，学员就地上学，主要采用集中面授、远程教育、个

别辅导、实践实习、专家讲座等方式相结合开展教学。每学

期集中面授时间不少于 8天，实践学习活动不少于 2天，专

家讲座不少于 2次。

七、有关要求

1、加强领导，确保完成任务。开展“农民大学生培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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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学历教育，是我市党员教育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根据株

组〔2015〕21号文件精神和我市工作实际，今年按照每个镇

（街、示范区）不少于 5 名培养对象的指标进行分配。各镇

（街、示范区）党（工）委要明确专人负责，落实工作责任，

精心组织实施，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营造良好的舆论

环境，扩大工作影响面，确保不折不扣地完成分配任务。现

任村（居）“两委”成员、村级党建专干、符合条件的村级后

备干部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积极报名，带动广大农村青年

参加学习，特别是要加强对入党积极分子的引导，增强发展

党员文化素养，提高党员队伍建设质量。

2、加强协调，落实激励措施。各镇（街、示范区）党

（工）委要加强与有关部门协调，确保每一名学员学费补助

落实到位。并结合本地实际，制定相关措施，对毕业回乡学

员予以重点培养选拔使用。

3、加强管理，提高教学质量。各镇（街、示范区）党

（工）委要充分利用远教终端站点，为开展“农民大学生培养

计划”教育提供资源、师资、场地、设备等方面的支持。同时，

湖南广播电视大学醴陵工作站要根据上级部门《“农民大学生

培养计划”质量保障指标体系》的要求，加强教学管理考核，

优化教学资源，保证教学时间，提高教学质量。

附件：醴陵市“农民大学生培养计划”报名登记表

中共醴陵市委组织部

2019年 8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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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大学生培养”开学典礼

“农民大学生培养”授课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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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农村电商培训

2021年陶瓷烟花职业技术学校网络创业培训方案

一、教学目的

为了持续推动“大众创业、万种创新”，极大地调动广大人民群

众的创业创新热情，同时，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快速迭代发展，自媒体、

新零售、共享经济等新的商业形态和创业思维不断涌现，也不断冲击

创业者的视野和思想，使创业者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创业培训作为

创业者迈向市场的敲门砖，使培育创业者创新精神，帮助创业者建立

商业逻辑，构建商业模式，梳理创业步骤，从而创造自身价值和实现

企业发展的重要途径。

二、培训对象：

贫困家庭子女、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

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大中专院

校在校学生、小微企业创办者、企事业单位职工、退役军人、就业困

难群体。

三、培训教材

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的 指导下，中国就业培训

技术指导中心组织网络创业培训专家，开发了《网络创业培训教程（电

商版）》。该教材区别于传统电商培训教材中以技能操作性内容为主

的模式，而是更加重视引导创业者的网络创业思维和创业行为，强调

揭示电商创业的通识性原理和商业行为规律，从而梳理出电商创业的

八个步骤，并在每个步骤中阐明“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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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创业者知其所以然，且有路径可循。同时，我们在教材中通过多种

网络创业模式和电商平台的对比，帮助创业者构建更清晰的电商版

图，从而判断自己是否适合创办电商企业、适合创办什么样的电商企

业、适合在什么样的电商平台上创办企业，衡量自己的创业想法是否

现实可行，并付诸实践。

四、教学时数：56学时

五、教学方式：讲授、研讨、练习、调研、游戏

六、授课教师：姜峰、蔡离离

七、培训时间：2021 年 9月 24 日-10 月 1日

八：培训地点：醴陵市陶瓷烟花职业技术学校韧之楼 604 教室

九：就餐地点：醴陵市陶瓷烟花职业技术学校食堂

十、教学内容

（一）了解网络创业形势 ，包括什么是网络创业；网络创业的形

势分析；电商创业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二）认识电商创业机会，包括农村电商；跨境电商；移动电商；

O2O 电商

（三）电商创业者的自我评价，包括电商创业面临的挑战；从电商创

业者的角度评价自己；增强你的创业能力

（四）项目选择，包括寻找电商创业项目；选择电商创业项目

（五）市场分析，包括客户分析；竞争对手分析；商品定位

（六）开办准备，包括选择电商平台；寻找货源；团队组建

（七）运营管理，包括店铺呈现；店铺管理；店铺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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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培训的组织与实施：

（一）开班前，提前 7 个工作日向醴陵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

业培训股提交《创业培训开班计划申请表》同时报送创业培训学员登

记表、培训课程安排表、培训学员名单等，并通过信息管理平台进行

网上备案。

（二）开班前，向醴陵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培训股提出申请

2名持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或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颁发的相应培

训课程的创业培训师资培训合格证书的创业培训授课老师。创业培训

结束后学员需完成创业计划书（或店铺规划书），组织所有专业授课

老师进行评估并签名，办班审核机构负责抽查。

（三）学员筛选。组织有意愿参加网络创业培训的潜在学员填写《网

络创业培训学员登记表》，根据学员填写的登记表，判断其是否适合

参加网络创业培训班。筛选标准

参考如下：

1.有自主创业的动机，且有明确具体的依托互联网创业的想法，或已

经创办企业并希望企业互联网化等；

2.具备参加培训的条件：基本的读写计算能力、一定的电脑和网络基

础知识和操作能力；全程参与培训的时间保障。

（四）培训总课时为 56 学时（每学时 45 分钟），我培训机构和授

课老师将严格按照网络创业培训（电商）标准课程组织授课。

（五）考核内容为理论考试〔时间 90 分钟，满分 100 分，60 分（含）

以上为合格〕、网络创业实践成果（含店铺规划书，同创业计划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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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定〔满分 100 分，60 分（含）以上合格〕。学员考核须登录教学

辅助平台培训管理系统进行，两项考核均成绩合格才能获得《创业培

训合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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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第 1 期网络创业培训现场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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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

醴陵市陶瓷烟花职业技术学校

化工仪表维修工培训课程安排表

2017年 11月 11至 12月 10日

日期 课程名称

教学时数

总计 理论 实操

11 月 11 日—11 月 13 日

开班典礼、安全知识讲座

（消防安全知识等）、劳

动法律法规及职业素养、

两型教育、禁毒教育

16 16

11 月 14 日—11 月 17 日 仪表基础知识 20 12 8

11 月 18 日—11 月 20 日 过程自动化基础知识 18 6 12

11 月 21 日—11 月 24 日

用电、化工、仪器仪表维

护、检修、安装等安全知

识，计量和检定

25 7 18

11 月 25 日—11 月 29 日

测量误差基础知识、温度

仪表基础知识、压力仪表

基础知识
30 6 24

11 月 30 日—12 月 3 日

流量仪表基础知识、物位

仪表基础知识、在线分析

仪表基础知识
20 10 10

12 月 4 日—12 月 8 日

调节阀基础知识、调节阀

的选择、调节阀的附件、

调节阀的故障分析及维

护、仪表安装基础及识图

仪表常用安装材料

45 13 32

12 月 9 日—12 月 10 日
过程检测与控制仪表日

常维护、考核
6 2 4

合计 180 72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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醴陵市陶瓷烟花职业技术学校

化工仪表维修工培训课程安排表

2017年 11月 12至 12月 11日

日期 课程名称

教学时数

总计 理论 实操

11 月 12 日—11 月 14 日

开班典礼、安全知识讲座

（消防安全知识等）、劳

动法律法规及职业素养、

两型教育、禁毒教育

16 16

11 月 15 日—11 月 18 日 仪表基础知识 20 12 8

11 月 19 日—11 月 21 日 过程自动化基础知识 18 6 12

11 月 22 日—11 月 25 日

用电、化工、仪器仪表维

护、检修、安装等安全知

识，计量和检定

25 7 18

11 月 26 日—11 月 30 日

测量误差基础知识、温度

仪表基础知识、压力仪表

基础知识
30 6 24

12 月 1 日—12 月 4 日

流量仪表基础知识、物位

仪表基础知识、在线分析

仪表基础知识
20 10 10

12 月 5 日—12 月 9 日

调节阀基础知识、调节阀

的选择、调节阀的附件、

调节阀的故障分析及维

护、仪表安装基础及识图

仪表常用安装材料

45 13 32

12 月 10 日—12 月 11 日
过程检测与控制仪表日

常维护、考核
6 2 4

合计 180 72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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醴陵市陶瓷烟花职业技术学校

陶瓷成型工培训课程安排表

2017年 11月 29至 12月 28日

日期 课程名称

教学时数

总计 理论 实操

11 月 29 日—12 月 1 日

开班典礼、安全知识讲座

（消防安全知识等）、劳

动法律法规及职业素养、

两型教育、禁毒教育

16 16

12 月 2 日—12 月 5 日 陶瓷基本知识 20 12 8

12 月 6 日—12 月 8 日 陶瓷工艺流程 18 6 12

12 月 9 日—12 月 12 日 陶瓷制泥 25 7 18

12 月 13 日—12 月 16 日 拉坯工艺 30 6 24

12 月 17 日—12 月 19 日 陶瓷彩绘 20 10 10

12 月 20 日—12 月 28 日
陶瓷成型工艺、施釉技

术、修坯技术
45 13 32

12 月 27 日—12 月 28 日 陶瓷烧成技术、考核 6 2 4

合计 180 72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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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服务“一带一路”

①2015、2018、2019 年援非培训

让陶艺闪耀非洲大地

发扬陶瓷技艺，发挥学校优势，服务“一带一路”。2018年 11月，

根据省商务厅的安排，我校校长助理、省陶瓷工艺大师丁佳富，陶瓷

工艺专业教师黄小芳、蔡超，英语翻译汪珊老师以及知名陶瓷企业技

术专家付新艳、徐喜平、杨新老师 7人远赴非洲塞拉利昂的滑铁卢和

隆萨，开展为期 45天的制陶工艺制作技术援助培训，培训人数 120

人。

丁佳富说道：学校此次援外培训服务于中国“一带一路”倡仪。通

过援外培训，与发展中国家分享中国制陶技术发展的实践经验，培养

专业人才，从而提升发展中国家制陶水平及烧制工艺。同时也是落实

学校“走出去”发展战略。远离祖国，条件艰苦，我们身体力行践行“一

带一路”倡议，用精湛的陶瓷制作技艺播下中非友谊的种子。

自 2015年以来，学校先后与阿尔及利亚以及发展中国家（亚非

九国）开展了 3期制陶彩绘技术培训，培训课时累计达 900节次，累

计培训人数达 100人。学校不仅为国际友人提供了优质的培训和体验

服务，赢得受援国际友人的高度赞誉。更重要的是传播了中国陶瓷文

化，传播了陶瓷工艺技术，充分发挥了学校在服务“一带一路”中主动

作为的精神与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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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为非洲人民进行制陶彩绘技术培训

2019年学校高度重视国际合作交流，服务“一带一路”，多次

开展援外培训。学校去年派出由教师和行业大师组成的 7人团队赴非

洲塞拉利昂开展为期 45天的海外制陶技术培训，今年再次组建校内

外相结合的 5人专家团队，赴非洲塞拉利昂弗里敦开展为期 41天的

培训，来自塞拉利昂的 43位学员参加。此次培训，不仅给塞拉利昂

人民送去丰富的制陶知识，提升了他们的制陶能力，更为提升塞拉利

昂自主发展能力和增进两国友谊发挥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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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接待国外游客陶瓷文化体验

随着醴陵瓷的不断推广，影响力的增大，一大批外籍友人来到醴陵

探寻和感受陶瓷的魅力。我校陶瓷专业以陶瓷文化为桥梁，先后接待了

韩国、阿尔及利亚、孟加拉、中非等多个国家的国际友人来校参与陶瓷

体验互动活动。在接待外籍人士的活动中，陶瓷专业的学生们纷纷担任

“小老师”的角色，热情的讲述醴陵陶瓷文化，细致的教授陶瓷制作的技

艺。看着国际友人们的一丝不苟的认真学习劲以及对醴陵陶瓷出的深厚

兴趣，同学们纷纷表示对自己是一名陶瓷人而自豪，对自己家乡拥有的

陶瓷文化而自豪，对祖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而自豪。

中非、孟加拉等国体验釉下五彩陶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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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服务产品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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