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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单式”培养
迎来更广阔合作舞台

今年是“中国——老挝旅游年”。
旅游年期间，携手培训行业人才是中
老双方合作的重点之一，再加上越来
越多的中国游客前往老挝旅游，老挝
亟需大量懂汉语、了解中国文化风俗
的当地导游，这就为苏信与老挝信息
文化与旅游部合作培训导游提供了机
遇。而苏信经验丰富的“订单式”人才
培养模式，更为双方的合作提供了坚
实基础。

事实上，在高职教育产教融合不
断深化的时代背景下，苏信通过与多
家国际知名企业进行深度校企合作，
逐步摸索出一条“订单式”人才培养
的独特办学思路。

自2013年与 SK海力士半导体
展开“订单式”人才培养合作以来，
苏信与国际知名企业的校企合作越
来越深入、覆盖范围越来越广泛，

“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越来越成
熟。目前，苏信已经与保时捷、海澜
之家、联想集团、雷诺等多家国际知
名企业展开“订单式”人才培养合
作，苏信已经成为众多国际知名企
业“定制”人才的首选高职院校。这
次老挝信息文化与旅游部之所以选
择与苏信合作培训导游，正是看中
了苏信在“订单式”人才培养方面的
深厚积淀和丰富经验。对苏信来
说，这次与老挝信息文化与旅游部
的合作，不仅是国际化办学的一次
尝试，更让“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
多了一条输出的新通道。

从2016年开始招收第一批老挝
留学生开始，苏信人已经将国际化办
学思路融入到“一带一路”建设中——
不仅针对性地进行汉语教学，而且筛
选了众多符合老挝经济发展需求的专

业供留学生选择。这种根据需求定制
人才的办学思路效果明显——今年已
经回老挝就业的一批留学生，受到了
用人单位的高度评价。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
进，将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对“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
对外投资的中国企业和那些与中国
展开深度经贸合作的国家与地区，需
要更多精通中文又有专业才能的本
地人才，这为苏信“订单式”人才培养
模式带来了更大的空间。

“人才订单”
打通政企两端需求
随着“老挝国家级中国游客导游

认证培训”正式开班，中老之间的教
育交流走出了一条新路，苏信的“订

单式”人才培养模式以此为契机，得
以从“服务企业”拓展到“服务政府部
门和开发区”，成为连接政企两端的
一条高效人才通道。

目前，苏信的“订单式”人才
培养模式正在努力满足“两端”的
人才需求，一端是对“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的中国企
业，另一端是“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和地区政府部门和开发区。

一方面，经过多年积淀，苏信
与众多国内一流企业有着良好的校
企合作，对他们的人才需求比较了
解。另一方面，在对外合作办学的
过程中，苏信与老挝的多个政府部
门和开发区进行沟通，了解他们的
人才需求方向。这不仅让苏信的课
程设置更精准，也让“订单式”人

才培养模式有了更宽广的应用领
域。海澜之家对外投资的首个实体
项目，就委托苏信培养了几十名专
业人才。目前，苏信与老挝的教育
部、信息文化与旅游部、工贸部、
邮电部等部门和多家开发区正沟通
人才定制需求，苏信“订单式”人
才培养面临的更多机遇。比如，中
老双方正在共建老挝高铁，只要人
才需求确定，苏信就可以联合铁路
方面的高职院校一起为老挝进行

“订单式”培养。
实际上，苏信与老挝方面合作

培养人才的经验，将来也可以复制
到“一带一路”沿线其他国家和地
区——只要有对“人才定制”的需
求，苏信对外合作办学模式就有充
足的拓展空间。

“对外汉语”
成毕业生核心优势

在苏信留学三年后，原本一句中
文不会说的松娜鹏已经能说一口流
利的汉语。“我学的是国际贸易，学校
跟很多国际知名的大企业有合作，我
们能够接触到很多鲜活的案例，这样
的学习非常有针对性。更重要的是，
我现在的汉语很棒，这对我今后回国
工作有非常大的帮助。”松娜鹏说。

苏信“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走出去
的底气，不仅来自于多年“校企合作”的
深厚积淀，更来自于“对外汉语高级课
程”这样极具优势的课程。事实上，这已
成为苏信留学生最核心的竞争优势，也
往往是人才需求方最为看重的一点。

苏信海外教育学院副院长李敏

明介绍，从2016年招收第一批40名
老挝留学生开始，苏信与老挝各个政
府部门和经济特区有了越来越多的
接触与交流。“从反馈信息看，他们更
看重的是留学生的汉语能力。老挝
磨丁经济特区管委会的负责人就跟
我们说，他们需要汉语能力出类拔萃
的学生，毕竟这些学生会更多地与中
国企业打交道。现在，苏信已有6名
老挝留学生在磨丁特区工作，HSK
（汉语水平考试）都过了五级，而苏信
已经招收的119名老挝留学生，HSK
四级通过率是百分之百。”

苏信“对外汉语高级课程”的优
势，源于高规格的师资配备和与实际
紧密结合的课程设置，也来自于“志
愿者一对一”模式对留学生不间断的
帮助——在留学生第一年的汉语学
习期间，苏信的志愿者每天利用晚自
习对结对学生进行90分钟的汉语训
练。经过多年实践，苏信的“对外汉
语高级课程”优势凸显，一些国内的
本科院校也将招收的留学生放到苏
信来进行为期一年的汉语培训。

在充分发挥“对外汉语高级课程”
的专业优势之外，苏信在其他课程的设
置上也与留学生所在国具体情况紧密
结合。目前，老挝留学生所学专业课程
主要集中在国际贸易、物流管理、电子
商务等方面。来自老挝的苏信留学生
谱塔纳，学的是物流管理专业。他对
自己的汉语水平同样很骄傲：“感觉说
话跟中国的同学已经没什么不同。物
流管理是我们国内最吃香的专业之一，
相信我回国后肯定有很好的发展。”

“产教融合”一直是苏信人才培
养模式创新所秉持的宗旨。只有深
度了解市场端不断变化的人才需求，
苏信的“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才能
始终焕发勃勃生机。苏信党委书记
席海涛表示，“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
推进，对苏信来说“是机遇也是挑
战”，只有更精准地服务于政企两端
的人才需求，苏信的“订单式”培养之
路才能越走越宽。“希望苏信培养的
老挝留学生都能有良好的后续发展
空间，也希望苏信能够为老挝的行业
人才培养起到更积极的推动作用。”

张 夷 黄之晓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人才订单”走出国门
“老挝国家级中国游客导游认证培训”日前在老挝正式开课，首批培训66名老挝导游。负责讲解中国文化礼仪等课程的老师，来自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苏

信”）。这是老挝信息文化与旅游部首次与中国的高职院校合作培训旅游业人才，也是苏信的“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首次走出国门，更是苏信国际化办学的一次尝试。
从2016年招收首批老挝留学生进行对口培养，到今年与老挝合作培训导游，苏信多年积淀的“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正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为了走出这一步，苏信人已准备了三年，从与老挝信息文化与旅游部的多次沟通，到相关课程和教材的量身定制，再到选任合适的老师赴老挝现场教学，苏信人通力协作，

将“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成功带到了老挝。“苏信坚持多年的校企深度合作模式和积累的‘订单式’培养丰富经验，让我们有这个能力与老挝信息文化与旅游部展开‘订单式’
人才合作培训，‘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也为苏信通过‘订单式’培养这种方式进行精准服务提供了更多机遇。”苏信党委书记席海涛说。

苏
信
留
学
生
在
﹃
汉
语
桥
﹄—

﹃
诗
琳
通
公
主
杯
﹄
东
盟
国
家
留

学
生
演
讲
大
赛
中
获
奖
。

“参与共享单车运维工作后，我
最大的感受是骑车要行为规范，停车
时要摆放整齐，不然会给别人造成很
多麻烦。”做IT工作的南京市民杨勇
在体验一轮单车运维管理后说。10
日下午2点多，南京大学仙林校区校
门口学生们进进出出，一支由市民代
表、单车运维人员、城管队员等50多
名人员组成的队伍，在此互换身份体
验并探索共享单车管理模式创新，让

文明出行理念在大学城传播，助力南
京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单车运维的宗旨是让用户有车
骑、有好车骑，平时工作要做到倒车必
扶、脏车必擦、乱车必摆，大家在体验
中要注意这些细节。”活动现场，哈啰
单车南京栖霞区域负责人王颜诚告知
大家在单车运维管理中的注意事项。

话音刚落，市民代表、城市治理
公众委员等便“变身”单车运维人员，
热情满满地赶往共享单车停放聚集
区，观察车辆摆放情况，并对学生、

“变身”骑行人员的城管队员用车行
为进行劝导。“我看到路上共享单车
乱停放或很多车子堆在一起，觉得很

难过，我们应尽力劝阻这种不文明行
为，与城市管理者一同守护城市环
境。”体验单车运维后的程蓓说，自己
退休后有了空余时间，便主动报名来
参加这个有意义的活动，以后会多多
加入这类活动中，及时劝阻不文明行
为，让身边人都文明骑车、停车。

“体验城管队员工作时，关注的
角度会发生变化，会更关注城市的整
洁度，地铁站附近等容易出现单车停
放‘潮汐’现象的点位也会重点关
注。”跟随城管队员体验对沿途共享
单车乱停放展开管理的王颜诚说。

“作为管理者，很多时候看到的
是单车乱停乱放现象。今天作为骑

行者感受骑行过程，在停放单车时，
也发现了我们管理中存在的漏洞，比
如现在车辆较多，但是停放的地方相
对较少。”南京栖霞区停车设施管理
中心业务科负责人陈鑫说，目前全区
有3万多辆共享单车，有2.4万多平
方米供非机动车停放的场所，今年将
在单车使用量大的仙林片区和马群
片区的公交站台、大型综合体等处，
新增1万多平方米的停车场所，供共
享单车停放。这次开展“岗位互换”
体验，主要是增进企业、管理部门与
群众之间的理解，共同构建便捷、舒
适的共享单车出行环境。

本报记者 白 雪

市民与城管“互换身份”管单车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获悉，江苏人社部门开
展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试点，今后，
参保人员申领供养亲属抚恤金等4
项社保经办业务和相关人员报考一
级建造师等12项专业技术资格可不
提供相关证明，直接办理。

省社保中心副主任姚焕村介绍，
社会保险经办业务证明事项告知承
诺制试点范围包括：供养亲属抚恤金
申领需提供的依靠工亡职工生前提
供主要生活来源的证明或在校学生
提供学校就读证明，城乡居民基本养
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申请所需要的
参保人员户籍关系转移证明，以及居
民养老保险注销登记需要提供的医
院出具的参保人员死亡证明，或民政
部门出具的火化证明，或公安部门出
具的户籍注销证明。

取消相关证明的12项专业技术
资格考试分别为注册设备监理师、注
册测绘师、一级建造师、出版专业资
格（初级、中级）、注册城乡规划师、勘
察设计行业、一级造价工程师、执业
药师（药学、中药学）、经济师（初级、
中级）、一级注册消防工程师、注册安
全工程师、翻译专业资格（一、二、三
级）等考试报名。

省人事考试中心主任朱波介绍，
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报名和资
格审查均已实行“不见面”服务，网上
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证明义务、证明内

容和报考条件并提供告知文书，申请
人网上签署承诺文书后，视为申请人
已向相关部门提供所需证明材料，确
认真实、准确、完整、有效，知晓不实承
诺应承担的责任。告知承诺书签署
后，相关部门通过一体化在线政务服
务平台、数据共享交换平台、信用信息
共享平台等方式对申请人承诺的内容
进行核实，及时排查不实承诺、冒名顶
替等行为并消除各种隐患，对故意隐
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承诺办理有关
事项的，依法撤销相关决定，并依法
追究有过错的单位或者个人责任。

告知承诺制与现行管理制度并
行实施，试点清单内的证明事项，申
请人可自主选择现行管理方式或者
告知承诺制。申请人有较严重不良
信用记录或曾作出虚假承诺，以及被
记入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诚信档
案库且在记录期内等情形的，不适用
告知承诺制。

据介绍，江苏正加快建立社会保
险领域和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领
域严重失信“黑名单”制度。将申请
人承诺信息、践诺行为信息等记入信
用档案，对试点中发现作出虚假承诺
造成严重后果或者违法违规申领造
成社保基金损失的，要依法依规进行
处理，符合纳入“黑名单”条件的，通
过公共信用平台向社会公开。加强
跨部门联动响应，实施联合惩戒。

（黄红芳）

江苏人社试点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

考12项专技证书不要证明了

“你好，我叫李鹏程，是孙家社区
的专职网格员。”

8月20日，记者第一次见到南京
市雨花台区板桥街道孙家社区网格
员李鹏程时，他刚从大棚里和村民谈
完事情赶过来，晒得黝黑的皮肤上，
大滴的汗珠往下流。顾不上歇一会，
他跨上电瓶车，邀请记者随他前往下
一个点。

“来，你挑一个，我带你去。”李鹏
程笑眯眯地掏出一团纸，上面密密麻
麻写满了他一天的工作安排。“去黄
老板厂区安全生产巡查；去陈长林家
协商修剪竹子事项；去孙家中学协商
雪亮工程安装事宜……”记者一瞧，
竟有大大小小十几个点，索性把选择
权交给他：“你的辖区，听你的。”

5分钟后，记者跟随李鹏程来到
一幢有些老旧的房屋前，不仔细打
量，很难发现这是一家小旅馆。走上
二楼，记者吃惊地发现，七八十平方
米的屋内竟放了20多张上下铺床，
棉被、电线之类随处摆放。

“老板，你这灭火器的压力值已经
不够了，要立即更换。”李鹏程找到角
落里的灭火器，熟练地查看起来。在

将房屋内的其它消防隐患一一告知老
板并指导整改后，他才放心地离开。

行走在这个位于江宁区和雨花
台区交界处的社区，记者发现这里与
江宁的美丽乡村形成鲜明对比。孙
家社区常住人口6670人，辖区内外
来民工、拆迁户较多，人员结构复
杂。由于正处于发展转型期，这片占
地3.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居民拆迁、
企业噪音污染等多种问题交织。

去年3月，孙家社区党委书记柏
林接手这个“烫手山芋”。“我刚来的
时候，感觉眼前的路都是黑的。”挨过
村民的骂、见识过村民堵住门时的怒
气，有着十几年基层工作经验的柏
林，也直呼招架不住。

“村民们法律意识淡薄，遇到矛盾
时容易有过激行为。”柏林期待更专业
的力量到来，以解她的心头之困。

当时，有着十几年审判工作经验
的板桥法庭庭长胡正义也在思考同
样的问题。“怎么把法律知识和援助
更精准地送到老百姓身边？”这位致
力于巡回法庭建设的80后法官，一
直在探索。“遇见”孙家社区后，胡正
义下定决心：就在这里“大干一番”！
经过一轮又一轮的“头脑风暴”，一个
建立在社区网格上的法庭在众人期
盼中亮相。

“你来不来？我是你老子，你敢

不养我们！”7月8日，孙家社区网格
巡回法庭正式运行后的首个值班日，
就遇到一桩棘手案件。

原来，村民钱老的老伴前段时间
中风，儿子不想支付医药费，点燃了
他的怒火，隔着电话跟儿子喊起来。

“叔叔，有话慢慢说！咱们一项
一项理清楚。”板桥法庭法官助理蔡
童一边安抚着钱老，一边立即电话和
小钱沟通。

“二老与儿子的矛盾一旦对簿公
堂，更会使得亲情割裂，这是我们谁
都不愿意看到的。”经过长达两周的
反复沟通，7月17日，钱老一家又一
次走进网格巡回法庭。在蔡童和李
鹏程的耐心调解下，小钱终于作出书
面保证，承诺尽力承担赡养义务。至
此，经过前后四次的诉前调解，撕裂
的亲情重新愈合。

“以前群众遇到纠纷，如果想走
诉讼程序，那要费一番周折，而现在，
他们只要到社区服务中心，就能获得
全方位的法律服务。”李鹏程说，孙家
社区通过网格巡回法庭，网格内线上
大数据隐患排查、线下网格员及时跟
踪落实，利用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全
范围、无死角调查案件事实和背景，
确保简易纠纷诉前调解。

在孙家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记者
不仅看到网格巡回法庭，还看到网格

民情坊、网格法律服务驿站、网格法
学堂等。“我们将以法庭为起点，将社
区建设成为综治、街道、司法所、派出
所、社区单位、妇联等组织单位的沟
通交流平台。”柏林对此满怀憧憬。

每周三全天、周五上午，是孙家
社区网格民情坊人气最旺的时候。
胡正义、蔡童等法官轮流到社区开
展工作，大到离婚纠纷、劳动仲裁，
小到菜地纠纷，居民们带着各种五
花八门的诉求找上门，法官们耐心
提供帮助。

“我们提供线上涉法涉诉信息、进
行案件立案、给予网格员法律指导，线
下开展公开庭审、普法宣传、法律咨询
等全面服务。”看着居民们怒气冲冲地
来，和和气气地走，胡正义觉得，他离

“无讼社区”的愿景更近了。
心气顺了，笑容多了，居民们配

合社区工作也更积极了。最近，村民
陈长林因自家竹子长得过高而被邻
居投诉，双方因此僵持不下。经李程
鹏上门一劝说，老陈心平气和地坐下
来和邻居商量解决问题，“小李在我
们社区三年半，跟我们是老朋友了，
我们肯定要支持他工作。”老陈说。

“随着新的规划不断出炉，孙家
社区发展的脚步，一定会越来越快。”
柏林对于孙家社区的未来充满信心。

本报记者 林元沁

社区网格上的法庭真给力——

心气顺了，发展的路也就顺了

10日，东海县举行新兵入伍欢送仪式，214名新兵即将开始他们的军旅
生涯。图为新兵临行前合影留念。 张开虎 薄强献摄 视觉江苏网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