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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艳 通讯员

萧素琴 ）

首批香港机电工程署的20名

制冷技术员在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完

成培训结业了。 据了解，广州市人社局

抢抓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机遇， 于去

年11月与香港机电工程署签署了穗港

两地机电人才发展合作备忘录， 在穗

港两地机电人才发展培养上建立长效

深度合作。 首批学员毕业后，接下来两

地还将开展战略合作培养技能人才，

服务和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首批20名香港技术人员在穗结业

4月12日，香港机电工程署署长薛

永恒带队到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参加

了结业典礼， 来自香港机电工程署的

20名制冷技术员顺利完成了培训学

习。 据了解，早在去年，广州市工贸技

师学院与香港机电工程署在香港签署

人才培训合作备忘录。 根据合作备忘

录， 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将为香港机

电工程署提供世界技能大赛制冷与空

调项目选手赛前联合培训、 制冷与空

调等专业技术人员交流培训及内地特

殊工种上岗证培训3类培训，利用三年

时间培训香港技术人员约130人，实现

内地技工院校与香港特区政府部门的

首次正式合作。

据介绍， 本期培训是香港机电工

程署技术员培训的第一班，为期10天，

分两个阶段进行， 每个阶段培训5天。

其中， 第一阶段安排在广州市工贸技

师学院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制冷与空

调项目中国集训基地进行， 第二阶段

培训还安排学员到制冷行业世界知名

企业约克

（广州）

空调冷冻设备有限公

司进行学习和岗位实训。 培训过程中，

包括理论学习、实操训练和企业实训。

学员中的领队余明华从1990年入

职香港机电工程署， 经历了从学徒到

技工再到冷气助力督察。 尽管从业近

30年，这次来广州培训他也收获满满。

他告诉记者，

以前学习都很简单， 只有数据计

算，这次培训可以直接面对机器，理论

和实践相结合。“这次培训，我们可以

直接到大型生产商现场观摩。 完整地

观察到所有机型、产品，拓宽了自己的

视野。 也现场对比了不同产品优势，能

帮助我们日后在挑选设备的时候更懂

行。 ”

据悉，通过10天时间的培训，香港

机电工程署制冷技术员巩固和加强了

管道加工、焊接等基础操作技能，了解

了连接新工艺LOKRING技术，开展了

螺杆机、磁悬浮等专业技术课程学习，

对多联机中央空调、 可燃制冷剂设备

进行了整机安装实训和运行调试，并

通过了制冷设备故障排查修复的综合

性训练等。

穗港两地取长补短培养技能人才

据介绍， 广州市人社局抢抓建设

粤港澳大湾区的机遇， 于去年11月与

香港机电工程署签署了穗港两地机电

人才发展合作备忘录， 在穗港两地机

电人才发展培养上建立长效深度合

作。 合作备忘录签署后，双方围绕机电

人才培训、 交流等合作展开密切的沟

通， 将携手以技能人才深度合作为着

力点，加强穗港交流，取长补短，把技

能人才培养推上新的台阶， 服务和推

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香港机电工程署署长薛永恒表

示， 香港一直致力于提升香港技能人

才水平，“通过世界技能大赛， 我们看

到了广州工贸技师学院对学员培训的

深度和广度， 双方因此签订了合作备

忘录，香港派技术人员来广州培训，从

而大大提升香港技能人才水平。 ”

薛永恒表示， 广州的技能院校和

与企业有深入合作， 能够让学员在学

校的环境中把企业技术落地， 让学员

能第一时间接触新技术， 这点值得香

港学习。“香港制造业不如广州以及广

东省其他城市成熟， 而香港在品质管

理、安全管理、质量管理方面有优势。

因此，我们可以取长补短，互相支持并

学习交流。 ”

薛永恒，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也为

学员们提供了便利， 比如广深港高铁

已经开通，大大减低交通时间，学员来

广州学习只需花费1小时的交通时间，

可以周一至周五在广州学习， 周末回

家。

据悉，在当天结业典礼后，香港机

电工程署署长与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召开广州-香港机电人才发

展合作洽谈会， 进一步商定两地机电

人才培训交流合作细则。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子垤）

15年

前，云南男子阿强

（化名 ）

从家乡外出

打工， 来到广东的时候不慎将身份证

丢失，导致无法进工厂打工，只能流落

街头靠捡垃圾为生， 渐渐的阿强与家

里人失去了联络。近日，在让爱回家广

州志愿者服务队的帮助下阿强才得以

和家人团聚。

据阿强的弟弟阿松介绍， 他们来

自云南的一个小山区。 15年前，哥哥

阿强从家乡出来去山西打工， 由于通

讯不发达加上交通不便， 大家慢慢地

就失去了联系。

让爱回家广州志愿者服务队队长

刘富旺告诉记者，经他们了解，阿强从

山西到广东打工，期间丢失了身份证，

无法进工厂工作， 最后只能捡垃圾流

浪为生。

4月6日， 志愿者在街头走访中发

现了阿强。经过多次的耐心交流，一直

对陌生人比较抗拒的阿强透露了他的

身份信息。随后，在云南当地警方的协

助下，志愿者们联系上了阿强的家人。

4月10日上午11点，阿强的父亲和

弟弟来到广州与阿强相认。

据了解， 让爱回家广州志愿者服

务队今年三月份以来已经帮助近20个

流浪汉回家。

（报料人：佚名 奖

50

元）

信息时报讯 （记者 何小敏 通讯

员 周琦）

据广东省高院14日消息，当

日， 湛江市中院依法公开对上诉人梁

槐等人涉黑案作出终审宣判， 裁定驳

回梁槐等33人的上诉， 维持原审对其

定罪量刑。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

织罪、强迫交易罪、敲诈勒索罪、寻衅

滋事罪、 非法拘禁罪、 故意毁坏财物

罪、诈骗罪、非法采矿罪、抢劫罪、收购

赃物罪等，数罪并罚，判处梁槐有期徒

刑25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205万元，没

收个人全部财产，剥夺政治权利4年。

法院经审理查明， 自二十世纪九

十年代中期起， 梁槐纠集他人以未经

工商注册登记的“飞越公司”为名号，

使用暴力手段控制了江洪镇的螃蟹收

购市场，并逐步形成以其为首、成员众

多、 分工较清晰的黑社会性质犯罪组

织。 随后，该组织又通过强制收购、强

制定价，恐吓、驱赶、殴打渔民和其他

收购商等方式， 逐步控制了江洪镇及

附近海域、 码头的海蜇、 海螺收购市

场，并从中攫取了巨额非法利益。

2017年， 梁槐承包了某光伏发电

公司在江洪镇、 河头镇光伏发电建设

的租地、青苗赔偿等项目，其指使该黑

社会组织成员强行租用村民土地、毁

坏村民农作物，然后采用恐吓等方式，

强迫村民同意租地和接受青苗赔偿。

梁槐及其组织成员还实施了强迫

他人交易，敲诈勒索公私财物，非法拘

禁并殴打他人等违法犯罪行为。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孙小鹏 通讯

员 粤教宣 ）

日前， 广东省教育厅在

华南师范大学石牌校区举办2019年农

村从教专场供需见面会， 全省57个县

（市、 区）

教育局和学校提供5136个教

师岗位， 其中可享受“上岗退费” 岗

位3163个， 吸引约4000名毕业生到场

求职。

“18个岗位， 235份简历， 多部门

现场面试后， 当天与18人签订三方协

议。” 在招聘会现场， 肇庆高新区相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 现场除了教育局和

学校校长等， 还有来自该区的人事、

财务等多个和教师招聘相关的部门的

负责人。 在这样的招聘组合下， 该区

实行的是现场面试、 现场签约的招聘

方式， 省去了很多环节。 事实上， 为

了招聘到理想的人才， 该区从2013年

就开始采取这种方式揽才。 “这些年

在全国招聘了200多个老师， 95%以上

的都稳定下来。”

2008年，广东省实施“上岗退费”

政策， 与欠发达地区的县区教育局签

订到农村学校从教协议的高校毕业

生，可申请退费。 为进一步提高政策吸

引力，2018年， 省教育厅会同相关部门

修改完善上岗退费实施办法，提高“上

岗退费”标准，具有全日制研究生学历

的毕业生，以及艺术类

（音乐、美术、舞

蹈）

、特殊教育专业毕业且担任相应学

科教师的每年退费标准提高至12000

元， 对其他类型的毕业生每年退费标

准提高至8000元，同时将研究生学历退

费年限调整为5年，本科生退费年限为4

年，专科生退费年限为3年。

“上岗退费”政策实施以来，已为

广东省欠发达地区乡村学校补充4.7万

名合格教师，20%以上是乡村学校紧缺

学科的教师， 有效缓解了广东部分欠

发达农村地区紧缺学科教师来源不足

的问题， 优化了当地教师队伍结构。

2018年，全省小学体育、音乐、美术教师

缺额率明显下降。

近年来，广东省乡村教师队伍建设

力度不断加大。 在实施“上岗退费”政

策的同时，2018年广东省试点实施粤东

西北地区中小学教师“定向培养”政策，

招收公费定向本专科师范生和教育硕

士近1600人。深入落实广东省山区和农

村边远地区教师生活补助政策，2018年

补助达到人均每月1011元，农村教师待

遇进一步提高， 农村教师向城市流动

明显减少， 部分地方出现教师从城市

向农村学校“回流”现象。

穗港两地战略合作培养技能人才

首批20名香港机电工程署制冷技术员在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结业

农村从教供需见面会 4000学生现场求职

57县（市、区）提供5136个教师岗位，其中3163个可“上岗退费”

2019年农村从教专场供需见面会57个县（市、

区）教育局和学校提供5136个教师岗位

2018年以来，“上岗退费”政策已为广东省欠发达

地区乡村学校补充4.7万名合格教师

2018年广东省试点实施粤东西北地区中小学教师“定向培养”政策，招

收公费定向本专科师范生和教育硕士近1600人。

广东省山区和农村边远地区教师生活补助政策，2018年补助达到人均

每月1011元。

男子与家人失联15年

志愿者帮其回家团聚

湛江“海霸”梁槐

终审获刑 25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