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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建立全国首个眼视光高技能人才库
本报讯（记者 莫文艺 通讯

员 科记协）10月10日，第三届广
东省验光与配镜职业技能竞赛
结果揭晓。来自全省各地的 230
多名眼视光技能人员在广州参
加了为时两天的竞赛，101 名参
赛选手进入了验光和定配两个
工种的决赛，8 名优胜选手获得
由省人社厅颁发的“广东省技术
能手”荣誉称号，一批优秀选手
取得一、二、三等奖项。

第三届广东省验光与配镜
职业技能竞赛是由广东省人民
政府主办、广东省人社厅承办
的广东省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
的组成部分，由广东省视光学
学会实施保障。同时，该竞赛
也是第五届全国验光与配镜职
业技能竞赛广东区选拔赛，在
两个工种的选拔赛中各产生 4
名优胜选手代表广东参加全国
决赛。

广东省视光学学会负责人
表示，学会近年来一手抓学术、
一手抓技能，逐步架设起学术和
技能的“立交桥”。在技能人才
培育方面，将以高技能人才库为
主体，以技能竞赛为驱动，促进
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高行业科
技服务水平。

据悉，该学会组织的广东省
验光与配镜职业技能竞赛每年
参赛选手都在增加，水平也逐年
提高。该学会继前年一名选手
在全国竞赛中取得“全国轻工技
术选手”称号，去年举办的竞赛
以国家职业资格二级（技师）为
标准，高于全国竞赛要求，由此
产生了一批技师和高级技师级
别的高技能人才，其中 5名优胜
者获省人社厅颁发“广东省技术
能手”称号，成为我省该技术领
域的第一批技术能手。

竞赛期间，“广东省眼视光

高技能人才库”在广东科学馆举
行了启动仪式，全体参赛选手和
裁判员、参赛单位领队等约 300
人一同见证了这个时刻，广东省
科协、省教育厅、中山眼科中心
等部门和机构领导亲临祝贺。

这是全国第一个眼视光高
技能人才库，旨在大力推动“广
东技工”工程在视光领域的高质
量发展，充分发挥职业技能竞赛
对技能人才培养的引领示范作
用，搭建技能人才的交流平台，
打造一支与广东省经济社会发
展和视光专业水平相适应的高
技能人才队伍，发挥高技能人才
的服务能力，满足群众对高技能
人才服务的需求。入库人员的
信息将实行动态管理，并向社会
公开其专业能力及服务地点。
第一批入库的几名部、省级技术
能手表示，技能竞赛让他们得到
了很好的锻炼和提高，目前他们

已经是本单位的技术领头人。
进入高技能人才库将使他们有

更多的学习交流和展示机会、更
大的发展空间。

本报讯（记者 刘肖勇 通讯员
何丽晶 吕嘉卿）日前，由南方报业
传媒集团指导，共青团南方报业传
媒集团委员会主办的“2020 年南
方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及人才培养
计划”决赛圆满落幕。决赛现场，8
个项目近20个参赛选手到场参与
路演、答辩，最终南方报业智慧财
务“人人 e 报”项目夺得本届大赛
冠军，并获得孵化和扶持。

为了进一步激活创新创业动
能，激发青年员工干事创业热情，
去年初，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启动

“2020 年南方青年创新创业大赛
及人才培养计划”，以发掘创新型
人才为切入口，以人才培养计划为
优秀项目孵化成长平台，通过不断
丰富个性化、对象化、定制化的内
容产品矩阵，提供高品质、专业化、
特色型的创新服务，开创集团战略
转型和新闻舆论工作新局面。

本次大赛历时1年多，包括预
热征集、线下初赛评审、创新创业
主题培训、复赛比拼、一对一辅导
培训、决赛、孵化落地等环节。大
赛从所有参赛项目中评选出18个
优秀项目，其中晋级决赛的8个优
中选优的精品项目，将有机会获得
更专业、更集中的培养资源。

本届大赛中，南方报业传媒集
团组织集团内部专家团队、创新培

训机构评委及相关行业专家，并制
定针对性的评审机制，从创新性、
团队竞争力、效益与价值、可落地
性四个维度展开评审，确保评审的
公平公正，共同提升项目质量和可
落地性。

与此同时，评审团结合当前市
场形势，多角度分析项目的发展前
景及痛点，并聚焦项目怎样深度链
接集团资源以及如何打响“走出
去”的第一枪等，提出有针对性的
指导意见和建议。

决赛现场，南方报业传媒集团
党委副书记王更辉对各个参赛队
伍的表现给予充分肯定。他表示，
这次大赛把集团各部门、子公司联
合起来，一起为集团的发展献计献
策，意义重大，希望各位参赛者从
比赛中汲取宝贵经验，在自己的岗
位上发挥才干和作用，只争朝夕、
不负韶华，更加积极地参与到集团
的建设中去，为推动集团智慧转
型、打造新型主流媒体贡献更多智
慧和力量。未来，集团将继续为广
大青年提供更多施展才华的平台
和机会，帮助大家更好更快成长。

据悉，未来，南方报业传媒集
团将为优秀团队提供创新创业专
业培训及辅导等机会，并不断完善
组织体系和工作机制，推动创新大
赛优秀项目切实落地。

南方青年创新创业大赛落下帷幕

“广东省眼视光高技能人才库”启动仪式。 通讯员供图

本报讯（记者 刘肖勇 通
讯员 杨思琦）10 月 12 日 ，

“2021 中国首届文旅光影设
计大赛”暨“2021中国首届文
旅光影摄影大赛”（以下简称

“中光影双赛”）颁奖典礼在广
州举行，也标志着大赛的圆满
落幕。

首届中光影双赛征稿历
时四个多月，共收到设计作品
150 余份，摄影作品 1200 余
份。大赛评委表示，参赛作品
呈现出扎根社会、服务社会的
特征，有作品将目光投向了城
市更新和乡村振兴领域；风格
新颖独特，充分表现了年轻设
计师的想象力、创造力。

据悉，中光影双赛由中国
照明学会指导，羊城晚报品牌
传播中心与广东声光水影规
划设计研究院共同主办，广东
夜太阳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与
山东彩旺建设有限公司协办。

近年来，声光科技融入了
大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先进声
光技术的发展不仅加快了夜
间经济发展和夜间娱乐氛围，
同时也加快了传统旅游业向
沉浸式、数字化、智能化的升
级。

本次大赛以“敬畏真赛，

杜绝内幕”为办赛宗旨，旨在
挖掘更多专业技术人才，以声
光水影扮靓神舟大地。大赛
的获奖作品在现场揭晓并颁
奖。经过组委会的严谨评选，
摄影大赛决出金、银、铜奖获
得者。设计大赛则将悬念保
留到了现场，公布了六名优秀
奖和一名三等奖以及三位一、
二等奖准获奖人，三位准获奖
人现场进行作品解说后，评委
评出表现分，再加上之前的作
品分，最终角逐出一、二等奖。

扎根社会、服务社会，是
本届中光影双赛参赛作品的
鲜明特征。“一些作品关注城
市更新和乡村振兴，是令人振
奋的事情。”作为首届文旅光
影设计大赛评委，文化和旅游
部科技教育司原司长、全国旅
游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任、全
国文体康旅装备联盟理事长
孙若风表示，艺术进入乡村是
一个世界性的艺术潮流，中国
的城市更新与乡村振兴也需
要更多的艺术家、设计师加入
到队伍中来，让优秀的作品立
在脚下的大地上。

同为首届文旅光影设计
大赛评委的中央美院设计院
副院长韩涛也有相同发现。

他表示，本次大赛的每个作品
都能与城市环境、自然条件和
社会人群的诉求进行非常好
的结合；在设计师层面，能看
到他们作品中的创意和内涵
有显著提升，“不同的设计师
都能基于地方文化和各自城
市的自然特色，创造性地提出
自己的设想”。

国家级摄影技师、广东省
自驾旅游协会摄影分会会长徐
伯宏表示，首届中国文旅光影
设计&摄影大赛，以全国文旅
光影为主题，通过设计，摄影纪
录或创造，体现我国夜游经济
带来的繁荣景象，组委会从报
名到收稿，编号整理都非常细
致入微，尽管报名参赛手续繁
复，依然有大批专家，设计师，
摄影大咖及摄影爱好者参与。

会上，广东声光水影规划
设计研究院院长王颖贤预告
了第二届大赛计划和筹备工
作。经初步策划，第二届的作
品很有可能是命题征集，有实
实在在的项目、必须要落地的
工程让大家发挥。她希望社
会各界能继续支持中光影双
赛，使其成为文旅业界的品牌
赛事，共同绘制文旅声光水影
锦绣山河画卷。

超千件作品角逐
首届文旅光影设计&摄影大赛 智慧财务“人人e报”荣获一等奖

本报讯（记者 莫文艺 通
讯员 蔡卓平）10 月 2 日，广州
市生态学学会会长、华南农业
大学资源环境学院副研究员
冯远娇博士，食品学院副教授
苗建银博士，省生态学会秘书
长蔡卓平博士等农村科技特
派员受邀赴河源市东源县船
塘镇黄沙村开展农业科技下

乡服务。农村科技特派员一
行与当地代表进行深入的交
流，实地考察农业产业的发展
现状；调研东源县聚农源生态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水稻和
油茶种茶基地，了解该基地在
农作物种植过程遇到的技术
困难，并重点针对基地的土壤
改良、病虫害防治、生态种植、

产品加工和销售等环节进行
技术交流与指导。农村科技
特派员们表示，今后还会继续
对接开展科技下乡技术服务，
推广适宜的生态种植技术和
模式，为当地的农业产业发展
提供技术支撑，为地方乡村振
兴作出应有的力量。

农村科技特派员赴河源开展科技下乡服务 本报讯（记者 莫文艺 通讯员
蔡卓平）10月 4-5日，为进一步加
强省内院校、科技社团和企业的
交流合作，联动支撑生态产业的
发展，华南农业大学资源环境学
院副研究员、广州市生态学学会
冯远娇会长，林学与风景园林学
院郭和蓉副教授，广州市农村科
技特派员、省生态学会蔡卓平秘
书长，以及惠州学院、惠州市佳禾
阳光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等单
位各界代表汇聚一起，围绕“开发

生态旅游，助力乡村振兴”进行座
谈交流。期间，代表一行还考察
水稻、木瓜、百香果和番石榴等品
种的种植基地，田间开展生态种
植技术指导。代表们表示，以生
态循环农业作为切入点、以乡村
生态旅游作为启动点，发挥好“高
校-学会-企业”的科技支撑，在政
策指引下，推动生态循环农业与
旅游产业的有机结合发展，助力
美丽乡村建设。

生态学者共议生态农业与乡村旅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