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全生产一流特色专业群

阶段成果 2018 年 11 月

一、人才培养方案修订

通过麦可斯调查的往届毕业生数据，对培养目标岗位、及岗位能力要求等进

行修订，根据专业诊断要求，深度诊察群内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提供诊断报告，

并对需要修订的人才培养方案进行了讨论修改。为了全面贯彻落实《高等职业教

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提高专业团队的整体水平，促进专业建设与改革，开展

说专业竞赛。

二、课程开发

根据“安全生产示范性特色专业群核心课程”立项情况，对以下 9门课程进

行中期验收。

表 1 安全生产示范性特色专业群核心课程开发项目立项名单

编号 课程名称 负责人 项目组成员
经费

(万元)

18K01 安全管理原理 杨 弋 李 薇 郝彩霞 孙玉琪 3

18K02 安全系统工程 孙玉琪 郝彩霞 杨 弋 3

18K03 事故预防与调查处理 谢财良 郝彩霞 孙玉琪 3

18K04 安全评价技术 李 薇 郝彩霞 周 波 唐诗卉 3

18K05 建筑施工技术 侯站正 罗美芳 3

18K06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 刘晓晖 谭 娟 3

18K07 建筑工程质量检验与评定 黄 敏 侯站正 罗美芳 刘丹丹 3

18K08 烟花爆竹生产工艺 陈 蕾 李 娟 周 娟 陈旖扬 3

18K09 烟花爆竹安全生产技术 刘佐鑫 陈 蕾 李 娟 李丹梅 3

通过检查，发现这些课程都有进行企业调研，提供了基于工作过程的任务分

解，提出了培养目标要求。提供了课程教学标准、实训考核项目及理论考核题库、

案例库。但课程的微课、慕课建设情况较差，在下一阶段必须实施。

三、师资培养

8月，群内教师黄敏、杨弋依托专业群的师资培训项目，前往职教圣地——

德国，通过听取报告，参观企业、学校学习德国培养优秀技能人才的做法，了解



德国先进的安全管理经验。

图 1 参观宝马、马牌轮胎，理论研修及证书

7 月专业带头人黄敏参加了湖南省一流专业（群）带头人培训，学习了兄弟

院校在专业群建设方面的先进经验和做法，专业群的构建，产教融合的创新做法，

内部质量诊断的方法。4月参加了湖南省安监局组织的全省安全工作经验交流

会，专项学习有限空间安全管理方法，并观摩了经阁铝材的有限空间的应急救援

演练。参观了隆平高科的智能安监系统，了解先进的安全监控监管系统。

杨弋老师参加了省级的教学质量评价与诊断的学习，刘丹丹老师学习建筑信

息化建模（BIM）系统，马伟东老师参加了多场矿山类的交流会议，唯有不断学

习，才能应对时代对我们高职教师提出的新标准、新要求。选派李娟、陈蕾、李

丹梅、周娟等老师参加教育信息化 2.0背景下以学习者为中心的信息化教学模式

创新、教育信息化 2.0背景下在线开放课程建设与教学应用探索等培训，提高课

程建设能力和教育教学水平，提升教育改革能力。



四、校企校政合作

为进一步提升长沙市企业安全保障能力，建设卓越高校，共建共创国家安全

发展示范城市，8月 10 日上午，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长沙市安监局签订校

政战略合作协议，拟在长沙安全发展战略规划与落实、基层人才队伍建设、智慧

安监云平台建设、安全监管监察、职业健康监管、安全技术服务、安全文化建设、

校政企合作等方面，开展长期、深入、全面的战略合作。长沙市安监局党组书记、

局长胡春山，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院长郭超等出席协议签订仪式。

图 2 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长沙市安监局签订校政战略合作协议。

签约仪式上，胡春山指出，安全生产是一项系统工程，此次与湖南安全技术

职业学院开展政校合作，是长沙市现实的需求、发展的需要，更是服务安全、服

务经济、服务长沙平安发展的重要举措。郭超用“翘盼多日”“恰逢其时”“务

求落地”来表达他对此次校政战略合作的心情与期待。他指出，湖南安全技术职

业学院要通过与长沙市安监局的战略合作，立足长沙，更好地服务应急管理、服

务学院“高水平高职院校”和“高水平专业”建设需要、完成新的使命和任务。



此次签约，是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又一次主动对接政府、积极开展社会服

务的具体举措。此前，他们已与长沙县人民政府、浏阳市人民政府、醴陵市人民

政府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就安全生产规划制定实施、安全生产人才培养、

安全培训、安全科研、安全宣传教育、安全文化建设、安全生产监督检查与隐患

排查等开展深入的合作。

7月 30 日下午，我院与湖南铁军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湖南中人爆破工程有

限公司、湖南军凯静爆科技有限公司、湖南省训保军训器材有限公司签订了校企

合作协议，共建人才培养、实习就业基地。学院院长郭超代表学院与各企业负责

人进行签约，湖南省爆破学会张汉才副理事长到场见证。

图 3 郭超院长与四家爆破企业签约

工程爆破人才尤其是施工现场会管理、懂技术的技术技能型人才缺口较大，

此次校企合作便是顺应我院今年新开办的安全技术与管理（民爆工程安全管理方

向）的市场和社会需求而产生的。合作范围涵盖专业建设、实习实训、订单培养、

安全技术服务和科研攻关等方面。校企双方将本着“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互惠

双赢、共同发展”的原则，建立长期、紧密的合作关系，实现企业、学校、学生

乃至社会共赢。



五、技术研究与社会服务

南威准安防科技有限公司共同研发握柄手投拉环击发灭火弹。该灭火弹是利

用烟火药剂的燃气能量及超细干粉灭火剂覆盖，能远距离瞬间扑灭A类、B类、C

类火灾的灭火产品。

通过走访相关单位，以及对山林、森林、操场等火灾的形式和灭火方式的掌

握，查阅相关资料，制定了研发方案，该产品设计成具有携带方便、使用安全，

投掷距离远，灭火效率高，用材环保，不构成对环境污染及物体的二次伤害，适

用于对山林、森林、草原牧场的灭火、灭虫使用，尤以对火灾现场的火路隔离，

被火场围困人员的逃生救援以及清理火场具有特效作用。

通过前期实验，该产品实现了在所有正常、可预见的使用条件下，使用引燃

装置延时后应正常点燃并引燃烟火药剂部件。灭火弹的拉火帽应在拉环击发后

1～3秒快速引燃主体引火线，在6~10秒迅速引爆弹主体。进行灭火试验时，将灭

火弹投掷到燃烧的木垛的中心位位置，注意观察瞬时的灭火效能，火焰熄灭10

分钟内没有可见火焰。

安全技术与管理专业教师李薇、杨弋、李娟、陈蕾等参与宁乡市安监局中小

学生安全教育读本的编写工作，并对宁乡市200余名中小学教师进行了校园安全

知识培训，用专业技能服务社会。教材得到了宁乡市安监局、学生及家长的好评。

图4 中小学生安全知识读本

共举办各类培训班 80期，共计培训 7888人次。为扩大安全培训受众面，服

务生产一线职工，精准对接贫困地区，深入厂区、矿区开展了一系列义务“送教

上门”服务，为参培学员提供“免费午餐”，开展“特色扶贫”。根据企业员工

的实际需求，我们有针对性地制定培训计划，2018年向嘉禾地区十二家煤矿送

培 3天，现场培训 236人次；向长沙经开区中联重科、蓝思科技、山河智能、千



山药机等企业开展了 16场“专家送训企业活动”，现场培训 2175人次。累计送

教上门服务占总培训人数的 30.6%。

表2 2018年度培训分类统计表

序号 培训行业 培训班类别

2018 学年
合计

（人次）2017 年

9-12 月

2018 年

1-8 月

1 煤矿

安全资格（教育)培训班 128 139 267

全省煤矿安全监控系统培训班 530 530

送教上门全员培训班 236 236

矿山救护队复训班 39 30 69

2 非煤矿山 安全资格（教育)培训班 177 577 754

3 危险化学品 安全资格（教育)培训班 336 704 1040

4 烟花爆竹 安全资格（教育)培训班 804 215 1019

5 安监系统
安监人员执法资格培训班 15 92 107

安监纪检干部业务培训班 45 45

6 工贸行业

电力行业 152 605 757

机械制造行业 75 75

造纸等轻工业 192 192

7 其他

司法系统安全生产培训班 60 60

长沙经开区 2018 年“专家送训进企业” 2175 2175

幼儿园园长安全教育培训班 147 147

安全培训师资培训班 415 415

合计（人次） 2477 5411 7888

六、人才培养质量

煤矿开采技术专业、安全技术与管理（矿山安全技术方向）参加了全国职业

技能竞赛，分获二、三等奖，实现了国赛零的突破。指导获奖老师：谭程鹏、唐

桂英、唐雪梅、孙玉琪老师获得学院“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图5 矿井灾害应急救援赛项团队

烟花爆竹与管理专业代表队参加了第三届全国职业院校“现代化工HSE应用

技能大赛”和“现代化工HSE科普知识竞赛”，获得了三项三等奖的好成绩。蒋

海波、唐桂英、李娟、陈蕾、李丹梅、陈旖扬老师获得“优秀指导老师”称号。

图6 现代化工HSE技能大赛获奖团队及指导老师

（HSE 是健康安全与环保的缩写）

安全技术与管理（轨道交通安全方向）教师带队参加湖南省交通运输厅组织

的城市轨道交通职业技能大赛，通过老师的和学生们的不懈努力，取得了两个三

等奖，实现了专业方向技能竞赛奖项零的突破。

图7 轨道交通安全获奖团队及部分指导教师



七、建设成果示范与辐射

由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安全生产专业群）牵头，联合全国现有 3所安全

高职院校，以“协同创新、资源共享、分工合作、错位布局”为原则，针对“四

个延伸”背景下安全人才的培养问题，统筹构架 3所院校广域性、专门化和交叉

性专业协调发展的“泛安全”专业体系，提升全国安全领域高技能人才有效供给

能力和本质安全保障能力。

图 8 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发展会商会

为全面对接和适应国家安全生产与应急管理体制重大改革调整对人才培养

的需求,日前,省教育厅、省安监局、湖南煤监局联合召开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发展专题会商会,省教育厅副厅长应若平、省安监局副局长朱崇洲、湖南煤监局

副局长贺德安及三个厅局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会议听取了湖南安全技术

职业学院院长郭超作题为《以安全生产应急管理改革为契机,以卓越高职院校建

设为统领,全面推进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又好又快发展》的工作汇报,三个厅局

相关部门负责同志为学院发展积极建言献策,应若平、朱崇洲、贺德安分别作了

讲话,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党委书记李海涛作了表态发言。

应若平对学院建设发展所取得的成果给予充分肯定。她指出,在应急管理体

制改革的特殊时期、在省部共建的特殊机制下、在学院发展处于机遇与挑战并存

的特殊阶段,三个厅局共同会商学院的发展,意义十分重大。学院有特色、有亮点、



有条件、有底气,一定能够打造成为湖南高职教育的一个特色新品牌和一张靓丽

新名片。

朱崇洲分析了安全生产与应急管理体制改革后对人才培养范围更大、要求更

高、任务更重的新形势,要求学院必须牢牢把握新机遇,突出“应急管理改革”和

“卓越校建设”两个重点,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进一步提升办学能力和水平,进

一步优化发展思路和规划,着力在专业特色、治理能力、队伍建设等方面取得新

突破。

贺德安指出学院发展具有团结务实的领导班子优势、省部共建的管理体制优

势、特色鲜明的行业专业优势、人才紧缺的市场需求优势。

安全生产与应急管理责任重大,人才培养使命光荣；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应抢抓机遇、顺势而上、乘势而为；省教育厅、省安监局、湖南煤监局将共同在

学院整合资源、省部共建机制延续、特色专业群建设等方面给予全力支持。

图 9 与江西万载县人民政府签订校政合作框架协议

10 月 20 日，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与江西省万载县人民政府签订校政合作

框架协议，我校首次与省外政府部门签订合作协议。在此之前，已与长沙县人民

政府、浏阳市人民政府、醴陵市人民政府、长沙市安监局等签订了合作协议。

万载县有 1400 多年的花炮生产历史，是全国四大花炮主产区之一，产品远

销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此次与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签订的校政合作协议，不



仅涵盖烟花爆竹人才培养领域，还将在智慧安监云平台建设、烟花产业重点难点

攻关、深度校政企合作等方面，建立长期、全面、深入的战略合作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