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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介绍
关键词：强强联合，共同成
长，逐梦自贸港

为进一步促进公司核心主业的快速
发展，塑造特区农业特色品牌，助力海南
自贸港建设，海南罗牛山畜牧公司与海南
职业技术学院签署了现代学徒制联合人
才培养协议，采用招生招工一体化的方
式，共同培养300名畜牧兽医类专业技术

人才。
海南罗牛山畜牧有限公司

成立于 1998 年，

是中国“菜篮子”优先上市企业——罗牛
山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是我省大
型的商品猪生产基地、曾荣获“全国养猪
百强企业”称号。目前，该公司已在海口、
三亚、万宁、临高、儋州、保亭、东方、昌江
等地建立多个大型现代化生态型养殖基
地。近年来，随着公司的发展壮大，为增
强公司核心竞争力，打造高质量人才储备
团队，公司特联合海南职业技术学院，招
收畜牧兽医类技术技能人才。

海南职业技术学院创办于2000年，
是我省优先独立设置的公办高职院校，隶
属海南省人民政府。2003年通过教育部
首批高职高专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
2008年立项、2011年通过验收，成为国家

示范性高职院校；2015年成为全国首批
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2016年至2018年
连续三年荣登“全国高职院校国际影响力
50强”榜单；2019年名列中国高职高专院
校综合竞争力排行榜海南省第一名；2020
年入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
培计划参与院校。

项目优势
关键词：免学费，高收入，实
现工作学习两不误

优势1：免学费，高收入
该项目招生招工一体化的方式，让在

校学生拥有学生和学徒的双重“身份”，学
生在参加学习的同时，可参加工作获得收
入。同时，由企业、学校、学生、家长签订
四方协议，学生毕业后可在企业工作三
年，让学生就业有保障。

【第一年】学费由企业全额承担；
【第二年】实行企业师带徒学习制

度，学生在企业边学习工作的同时，可享
受实习薪酬；

【第三年】学生可顶岗实习，可享受
正式员工薪酬待遇的90%。

优势2：招生即招工，入学即就业
学生入学后即与企业签订四方协议，

成为企业预备员工，并根据企业需求量身
定制学习课程，实现就学与就业无缝连接。

优势3：学生、家长、学校、企业四
方满意

通过校企合作办学，教学与实操相结
合，帮助学生提前转换职业思路，职业通

道起步更早，让学生升值更快，让家长更
早安心，让学校培养更全面，让企业更早
收获人才。

发展路径
关键词：成功是规划出来的

养殖技术成长线
技术员→车间主任→场长助理→副

场长→场长→片区总经理等；

综合管理成长线
见习后勤管理员→后勤管理员→场

长助理→场长→片区总经理等；

业务职能成长线
专员→主管→经理→总监→分管副

总→总经理等。

就业福利
关键词：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薪资待遇：在同类企业中具有竞争力；
股权激励：上市公司配股、跟投等刺

激性激励；
社保商业险：养老、工伤、医疗、大病、

生育、失业、意外伤害等；
带薪休假：年假、产假（陪产假）、婚

假、探亲假等；
培训丰富：小牛计划、牛匠计划、牛师

计划、牛将计划、牛帅计划等；
业余丰富：篮球联赛、节日晚会、生日

会、鹊桥会等；
补贴多样：员工购房优惠补贴、子女

高考补贴、交通补贴、子女上学补助、健康
体检、节日礼金（妇女节、儿童节、中秋、国
庆、元旦、春节）等。

报考方法

方式一
参加高考→填报志愿→选择学校（海

南职业技术学院 代码：11999）→选择专
业：畜牧兽医专业；

方式二
参加单独招生考试。

联系部门：
海南职业技术学院招生就业处

招生电话：0898—31930666，
31930777，31930888

传真：0898—31930667

联系人：曹老师、唐老师、翁老师

海南罗牛山畜牧有限公司积极组
织多种培训班。

海南职业技术学院校园一角海南职业技术学院校园一角。。
功以才成，业以才兴。

“4•13”以来，在海南建设
自贸港的大背景下，我省坚
持把人才作为第一资源，实
施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
有效的人才政策，不拘一格
招才引智，为企业储备人才、
为学校培养人才注入了强劲
动力，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
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而强化人才支撑，需要
打造优质的平台，开发实实
在在的项目，依靠平台项目
聚才聚力。为了更好地储备
专业人才，做大做强公司核
心主业，塑造特区农业特色
品牌，助力海南自贸港建设，
由海南罗牛山畜牧有限公司
和海南职业技术学院联合打
造的畜牧兽医现代学徒制专
班项目正式启动，该项目将
通过招生招工一体化的方
式，共同培养300名畜牧兽
医类专业技术人才。

海南罗牛山十万头现代化猪场办公环境宜人海南罗牛山十万头现代化猪场办公环境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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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帆起航自贸港 逐梦飞翔正当时

罗牛山畜牧联合海职院启动畜牧兽医学徒制专班

长江中下游各江段
未来几日将相继出现洪峰

新华社武汉7月12日电 12日 14时，长
江干流莲花塘站水位达到34.34米并趋于平
稳，长江中下游洪水洪峰正在通过城陵矶江
段。据长江水利委员会预测，未来2到3天，
洪峰将相继通过中下游干流各个江段，汉口、
九江、大通等主要控制站的洪峰水位均将位
居历史前列。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11日 8时至12日 8
时，长江流域内有13站超历史最高水位（其中
12站位于鄱阳湖湖区及尾闾）、11站超保证水
位、88站超警戒水位，主要分布在长江中下游
干流、鄂东北水系、洞庭湖、鄱阳湖湖区及水
系、雅砻江上游、大渡河上游、下游支流水阳
江、巢湖等。

目前，莲花塘水位平稳波动，汉口以下江段
水位继续上涨。根据长江委水文局实时水情监
视及预报分析，预计莲花塘站洪峰水位最高达
到34.35米左右，排历史最高水位第5位；汉口
站14日洪峰水位29米左右，排历史最高水位
第3位；九江站13日洪峰水位23米左右，排历
史最高水位第2位；大通站14日洪峰水位16.3
米左右，排历史最高水位第3位。

长江委水文局维持鄱阳湖湖口附近江段、
鄱阳湖湖区洪水红色预警，提请相关单位和公
众务必注意防范。

气象预报显示，12日、13日，长江流域的
降雨略有减弱；14日至16日，受冷空气影响，
降雨将再度加强，乌江、三峡区间、洞庭湖水系
西北部、汉江中游、长江中下游干流附近有大
到暴雨。

我国最大淡水湖水位突破有水文纪录以来的历史极值

闻 而动战鄱湖
19.01米、20.73米、21.97米、22.53米……
四级、三级、二级、一级！
7月12日零时，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星子

站的水位井内，湖水漫过一道红色标记——
“1998年洪水位22.52M”，我国最大淡水湖水
位突破有水文纪录以来的历史极值，防汛应急
响应不断升级。

洪水滚滚，浊浪滔天。
面对同样甚至更加凶猛的洪水，不同的是

更加坚固的堤防、更加先进的抗洪抢险设施设
备、更加科学的调度应对；相同的是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的使命担当，不畏艰险、迎洪而上的英
勇姿态，众志成城、合力抗洪的磅礴伟力！

深夜，江西鄱阳县防汛抗旱指挥部，灯火通明。
连日来，鄱阳县遭受持续强降雨袭击，境内河流

水位快速上涨。
59岁的县防指专家组成员程建议和同事围在

一起，会商应对险情。指挥部内的气氛，让他想起
1998年的大洪水。

曾担任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技术咨询组组长的他
回忆说：“那时，县里86条圩堤到处是险情，指挥部
的报险电话根本接不过来。”

如今，面对同样的洪水，江西坚持科学抗洪抢
险，有效控制了险情。

8日20时35分，鄱阳县鄱阳镇问桂道圩堤发生
漫决。险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

险情发生后，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迅速从江西南
昌、江苏常州、福建厦门调集400余名抢险人员、52台
套装备星夜驰援，加上陆续赶来增援的火箭军、武警和
预备役部队，一场防汛抢险阻击战全面打响。

10日中午，第一车石料投入决口处，问桂道圩
堤决口封堵战正式打响。

封堵现场，挖掘机、推土机轰鸣，满载土石的翻
斗卡车来回穿梭；利用GPS测量仪、雷达流速仪掌
握水位、流速变化；采用“堤头裹头保护、石碴戗堤进
占、水上分层碾压、黏土抛填闭气”战法，进行封堵作
业……

120米、110米、100米、70米……缺口不断缩
小，预计13日将完成封堵。

类似的场景在一个个抢险现场发生。截至7月
11日，江西已累计投入抗洪抢险人力16.1万人次，
投入机械设备3771台套，土石方20余万方，全省发
生的131处险情已完成处置94处。

“铛……铛……铛……快走喽，洪水
就快来喽，大家快转移！”

8日晚，一阵急促的铜锣声打破了鄱
阳镇桂湖村的宁静。接到转移群众指令
后，村党支部副书记黄国林一边敲锣，一
边挨家挨户通知大家撤离。

与此同时，圩内其他村庄也行动起
来。一个小时内，受洪水威胁的9000余
名群众全部被安全转移。

一个半小时后，洪水涌进圩内……
洪水来临前，提前转移群众是确保

群众生命安全的关键所在。

从7月3日开始，江西省防汛抗旱指
挥部启动并不断升级防汛应急响应，全
省防汛工作进入战时状态。江西省委、
省政府要求，关键时候，全省各地要坚持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防大
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工作，科学有
力防汛救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九江市江新洲渡口，56岁的江洲村
村民刘硕林正赶回老家。

“我前几天就接到村干部通知，今天
回村里，明天一早就把家里老人转移出
来。”经历过1998年洪灾的刘硕林说，与

过去相比，现在政府预警更加及时，转移
更加有序。

截至11日 17时，江西已紧急转移
43万余人。

转移及时，还要妥善安置。
从桂湖村转移出来的村民被集中安

置在鄱阳县县城的五一中心小学。洪水
来临前，这所已经放假的学校被当地政
府设为应急安置点。安置点配备了方便
面、矿泉水、防潮垫、凉席、洗漱用品和药
品。工作人员还临时搭建了一间开水
房，村民们每天能吃上荤素搭配的饭菜。

11日晚，九江市柴桑区江洲镇，洪水
已与堤坝基本持平。

“相比1998年大洪水，这次汛情虽
然来得急，但大家并不慌张，该转移的转
移，该守堤的守堤。”江洲镇蔡洲村三组
组长左自强说。

井然有序，源自更加坚固的堤防。
左自强说，当地政府在大坝内侧筑起一
道宽约 40 米、高度与堤坝齐平的“衬
台”，相当于多了一道坝。

再坚固的堤，也不能放松值守。在

鄱阳湖流域一座座堤坝上，各地干部群
众纷纷投入防汛抢险，保卫自己的家园。

雨夜，乐平市乐港镇中洲圩堤上漆
黑一片，邵湾村村支书邵忠如和村民们
拿着手电筒，走在长满杂草的斜坡上，查
找险情。汛情发生后，他和村民们已经
在这里值守了7天7夜。“圩堤那边就是
我们的家，守堤就是守家。”他说。

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抗洪巡守的队
伍，凝聚起万众一心抗击“洪魔”的力量。

“江洲儿郎，汛情紧急，家乡盼你回

家支援。”
7月10日，江洲镇通过网络平台发

出一封动员村民回乡支援抗洪抢险的
“家书”后，数千名在外的江洲人纷纷响
应，返乡抗洪。在九江经商的江洲镇团
洲村村民方大贵说：“为家乡抗洪尽一份
力，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降雨仍将持续，洪水仍在上涨，他们
仍将继续坚守、战斗！

（新华社南昌7月12日电 记者郭
强 吴锺昊 范帆 余贤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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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鄱阳湖边的江西庐山市南康堤。 新华社记者 彭昭之 摄

国家防总决定
将防汛Ⅲ级应急响应
提升至Ⅱ级

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记者刘夏村）记
者12日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当日，国家防总决
定将防汛Ⅲ级应急响应提升至Ⅱ级。国家防
总、应急管理部派出由部级领导带队的工作组
和专家组赶赴江西等地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受持续强
降雨影响，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
和太湖水位不断上涨，鄱阳湖水系昌江、安徽
水阳江等多条支流先后发生超保证、超历史
洪水。长江中下游干流监利以下江段及洞庭
湖、鄱阳湖和太湖水位持续超警，防汛抗洪形
势严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