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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发展需求，国家日
益需要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方面的
人才，因此人工智能技术服务等专
业逐渐兴起。番职院去年新开设
会计信息管理专业就是紧跟行业
变化发展的一大举措。

数 据 显 示 ，会 计 专 业 成 为
2020 年高职开设最多的热门专
业，有 1205 所高职院校均开设了
此专业。在广东省，会计专业依
然大热，全省共有 74 所高职院校
开设，是开设院校数量最多的专
业。

会计专业一直以来都是番职
院的“大牛”专业，头顶“省一类品
牌专业”、“广东省仅有的4个示范
性会计专业之一”等光环。因而，
此次新加入的会计信息管理专业
可谓是“站在巨人肩膀上”——拥
有强势学科的好底子，还有现代信

息技术的加持，无疑更能适应当前
行业对于会计人才的需求。

番职院会计信息管理专业教
研室主任林祖乐介绍，会计是一门
国际通行的商业语言，经济结构转
型、产业升级都离不开它的支撑。

“传统会计思维和会计方法已无法
对接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升级，”林
祖乐一针见血地指出，“传统财务
会计正在加速步入到管理会计中
去，我们培养学生是要对接三年以
后的社会需求。”

林祖乐介绍，会计信息管理
专业的学生除了学习企业财务会
计、成本核算与管理等传统财务
理论之外，还要学习面向新技术、
新应用的课程，包括财务机器人
的应用与开发，大数据财务分析，
Python 财务应用，EIP 项目的实
施与维护等。

教育部：
逐步扩大学前教

育、护理等专业中高职
贯通招生规模

羊城晚报讯 记者崔文灿报道：
日前，教育部印发《关于做好 2021
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下简
称《通知》）。其中，完善高职分类考
试招生将成为今年深化高校考试招
生改革的一大工作。

《通知》中提到，各地各校要统
筹安排高职分类招考计划，重点向
区域经济建设急需、社会民生领域
紧缺和就业率高的专业倾斜。针对
高中毕业生、退役军人、下岗失业人
员、农民工、新型职业农民等不同群
体，完善“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的
评价方式，为各类学生接受高职教
育提供多种入学方式。完善考试形
式和内容，职业技能测试以操作考
试为主，充分体现岗位技能、通用技
术等内容，并将学生综合素质评价
档案作为招生录取的重要参考。

《通知》要求，逐步取消中职本
科贯通招生，适当在学前教育、护
理、养老、健康服务、现代服务业等
领域扩大中高职贯通招生规模。

记者留意到，今年2月初，教育
部曾公布 2021 年高校增设国家控
制的高职（专科）专业审批结果，广
东省 33所高职院校的 36个专业点
今年起可招生，新开设专业包含医
学类、中医类、教育类，其中学前教
育专业占新增专业总数的 44.4%，
成新增专业“大户”。而不少高职院
校也扩大了今年春季高考中“3+证
书”的招生人数——今年全省约有9
万考生参加“3+证书”招考，较去年
增幅达 50%；部分高职院校计划招
录人数也水涨船高，广州一所医药
卫生类高职甚至较往年扩招一倍
多，创下办学以来面向中职毕业生
招生的人数之最。

近日，由广州市教育局与羊
城晚报社联合主办、羊城晚报教
育发展研究院承办的“花地新
苗”作文大赛决赛已完成最终评
审。本次比赛参加初赛近 2 万
人，入围参加决赛 280 人，最终现
场参加决赛 260 人，共评选出一
等奖 16 名、二等奖 50 名、三等奖
82名，优秀奖 111 名；评选出优秀
指导老师 27名，优秀组织单位 17
名。优秀奖名单可关注羊城晚报
校园达人微信公众号进入【作文
大赛】栏目查看。

此次花地新苗作文大赛决赛
是一次生命科学与人文科学碰撞
中的写作。决赛以“讲座+实验+
堂上作文”的新颖形式开展，让选
手通过有关生命科学的研学，深入
了解微生物、中医药与现代生命科
学的相互关系；引导学生做好科学
防护，树立创新的科学态度。堂上
作文题目更紧扣研学主题，表达自
己的真情实感；让学生在写作时言
之有物，真实考验写作真功夫。

在决赛评审阶段，组委会邀请
了广东省教育研究院语文教研员
杨建国、广州市教育研究院学术顾
问谭健文、羊城晚报文化副刊部副
主任邓琼、羊城晚报《校园达人》主
编易芝娜四位教育和媒体界资深
评委参与决赛评审。

在评审过程中，评委细细品读
每一篇作文，也提出了自己的看
法。中学组评委谭健文提到，本次
大赛决赛的形式以及堂上作文的
题目，在结合当前疫情教育要求的
同时，引导学生衔接古今，思考、关
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时代内
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方面做得尤为
出色。评委邓琼指出，这其实也是
一个颇注重“科学”核心的命题，特
别还佐之以作文前的科学讲座，其
实都在提醒选手们：对“科学精神”
的认知和探讨也是题中应有之
义。这一点在此次比赛的稿件中
相对有所缺失，值得注意。

而小学组评委易芝娜则表示，
现场作文中部分同学都在“转述”，
将现场看到的听到的复述出来，而
部分同学在分析题意后提出了自
己的想法。比如，有同学提炼出了

“凡事都有两面性，要辩证地看问
题”的观点，不仅仅局限于面对病
毒，同样的态度还可以面对更多事
物，这种开拓的视野就很好。

获奖证书发放方式

据了解，获奖证书的发放将会
在盖章后由组委会统一组织发放，
具体形式后续会在羊城晚报校园
达人微信公众号有相关公布。

若对赛事有相关疑问，请联系
大赛组委会：

陈老师：020-87133011
微信客服：
小羊姐姐（yw686125）

（陈海云）

广东高职专业破“旧”立“新”

新增专业
释放哪些新信号

春季高考后，志愿填报仍在火热进行中。许多职业院校结合自身
办学特色、社会就业现状，破“旧”立“新”，增加或撤销了部分专业。

羊城晚报记者了解到，2020年，我国审批同意新设的国家控制高职
专业共计765个，专业点59111个。跨境电子商务、人工智能技术服务、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等一批全新的专业走进了大众视线，更成为了我国未
来行业发展的“指南针”。

文/羊城晚报记者 崔文灿
实习生 刘锦鹏

新增专业是紧扣国家经
济社会发展所涌现出来的新
需求。去年，179 所高职院校
新设跨境电子商务专业，位居
高职新增专业榜第一名。此
前，曾有专业论证报告指出：

“行业急需知识结构完整的跨
境电商人才，单一的国际贸易
专业或电子商务专业不能满
足人才培养需求。”

跨境电子商务专业也是
去年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以下简称“番职院”）的新开
设专业，但相关人才的培养几
年前就开始了。跨境电子商务
专业教研室主任邓志超介绍，
2016 年国际商务专业跨境电
商方向已开始招生，2019首批
毕业生专业对口率、就业率达
100%，月起薪约5100元，毕业
生多进入阿里巴巴、亚马逊从
事运营工作。2020 年毕业生
起薪还未有准确数据，但邓志
超估算在5500元/月左右。去
年 9 月，学校还针对大三学生
开设了直播电商的课程，特别
受学生欢迎。“现在电商直播领
域是‘卖方市场’，只要学生学
得比较扎实，不愁找不到工
作。”

在邓志超看来，跨境电子
商务专业对学生语言、外贸和
平台操作运营都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在跨境电商大浪潮下，
从业者往往需要长时间面对电
脑，更需要耐得住寂寞，“这个
工作其实未来的发展肯定非常
不错，但是比较辛苦，而且需要
善于跟人沟通，愿意了解一些
新事物的变化。这是一个刚刚
形成的专业，所以现在很多东

西都不固定，需要不停
地去学习。”

2020 年，我国审批同意
新设的国家控制高职专业共
计 765 个，然而除新增专业
外，去年我国高职高专院校共
停招、撤销备案专业1098个，
涉及246个专业。其中，47所
高职院校撤销了汽车营销与
服务专业，在撤销备案专业中
高居首位。此外，文秘、证券
与期货、商务英语等专业更是
被多所高职院校列入了撤销
备案中。

高职撤专业，是招生困难
还是专业“过气”了？记者了
解到，有些专业在招生时比较
困难，人数都凑不齐一个班。
同时，专业之间界限模糊导致
学科定位重合，进而教学内容

高度重合，便没有“独立设科”
的必要。最重要的是，随着社
会发展的需要，部分“过气”专
业的就业前景堪忧，学生毕业
后就业状况惨淡，从长远规划
来看，读那些过时的专业并不
划算。

与之伴随的，是新专业的
“崭露头角”。跨境电子商务、
人工智能技术服务、大数据技
术与应用、幼儿发展与健康管
理、护理专业成为了 2020 年
高职新增专业备案的前五名。

新冠疫情爆发后，在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科技飞速发展
的同时，人们更加关注健康问
题，医学类专业一时“热”了起
来。广州华夏职业学院今年

有11个医学类专业、4个教育
类专业招生，包含药学、护理、
助产、学前教育、舞蹈教育等
专业，几乎全面覆盖了“朝阳
产业”。广州卫生职业技术学
院今年有 10 个专业招生，其
中新增医学美容技术专业，致
力于培养口腔美容咨询方向
的人才，成为了医学类专业的
新尝试。

此外，广东轻工职业技术
学院向来以“轻化工技术”为
王牌，今年学校将环境监测与
控制技术、数字图文信息技术
专业等专业纳入“3+证书”招
考。广州工程技术职业学院
则新增设了电子商务、计算机
技术专业。

“过气”专业被撤，新专业崭露头角

跨境电商专业
跃居新增榜首

部分专业紧跟行业变化发展

？

“花地新苗”作文大赛获奖名单出炉

获
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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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花地新苗”作文大赛决赛评审

番职院跨境电商专业学生电商直播课程现场实操 受访者供图

A组小学低年级组（1-3年级）

一等奖
选手 学校 指导老师
张玮嘉 广州市番禺区天成小学 陈子娴
陈婧岚 广州市番禺执信中学附属小学 邹友红

二等奖
选手 学校 指导老师
孟张轩 广州市番禺区市桥东兴小学 曾敏春
邱璟柔 广州市天河区龙口西小学 刘付婷
傅楚翘 广州市白云区京溪小学 熊 燕
张泽祺 广州市番禺区市桥中心小学 郭美嫦
李熠宸 广州市增城区凤凰城中英文学校 魏艳芳
吴牧乘 广东实验中学荔湾学校 邓丹敏
黄则尊 广州市黄埔区玉树小学 陈健华

三等奖
选手 学校 指导老师
胡 蝶 广州市天河区汇景新城实验小学 陈津津
王茗雪 广州市天河区汇景新城实验小学 陈津津
罗宝莱 广州市增城区新塘汇美天恩中英文学校 黄洁

陈洁
张亦骞 广州市增城区合生育才学校 赖美媛
蔡萱萱 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雅居乐小学 陈霭瑶
陈韵颐 广州市天河区体育东路小学兴国学校 周雨珊
张桐语 广州市番禺区石楼镇莲花山小学 杜惠霖
蒋雨桐 广州市番禺执信中学附属小学 李同花
徐子欣 广州市番禺区珊瑚湾畔小学 李翠平
赖瑞宁 广州市增城区实验小学 张凤连
谭天辰 广州市增城区实验小学 张凤连

B组小学高年级组（4-6年级）

一等奖
选手 学校 指导老师
杨诗嘉 华师附中番禺小学 彭 惠
李嘉敏 广州市海珠区南洲小学 兰 慧
梅之晞 广州市天河区体育东路小学 余卫星
吴伊妍 广州市天河第一小学 余莫衷
蔡卓君 广州市海珠区怡乐路小学 黄艳红

二等奖
选手 学校 指导老师
冉宇昕 广州市天河区骏景小学 王莉芳
詹领妮 广州市增城区凤凰城中英文学校 王亚亚
马煜宁 广州市荔湾区康有为纪念小学 何丽霞
林一诺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贺春芳
林家皓 广州市天河区骏景小学 潘敏华

庹纯钧 广州市越秀区黄花小学 刘 彬
宋卓颖 广州市天河区华景小学 张丽、廖素华
洪熠茗 广州市天河区体育东路小学兴国学校 柯小兰
王钧泳 广州市海珠区第二实验小学 赵灿然
况宝米 广州市天河区体育东路小学海明学校 李 宁
吴庚修 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小学 刘继阳
付育玮 广州市天河区骏景小学 许敏妮
孙梓宁 广州市越秀区建设六马路小学 杨思瑜、龙佳助
廖悦茵 广州市天河区天府路小学 梁腾芳
张子馨 广州市越秀区回民小学 程晓雯
黎芊余 广州市天河区骏景小学 黄维、邓小咏
何楚涵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贺春芳
丁梓航 中山大学附属小学 廖红艳、陆婉仪
刘宥希 广州市荔湾区西关实验小学 李颖仪
梁 缘 广州市荔湾区沙面小学 包艳娟
郑熙然 广州市番禺区华师附中番禺小学 彭 倩
简焯毅 广州市番禺区星海青少年宫乐笔尔文学社 黄秀娟

三等奖
选手 学校 指导老师
冯俞景 广州市荔湾区广雅小学 张可期
吉思瑶 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雅居乐小学 刘美好、黄诗婕
关雅文 广州市番禺区市桥中心小学 黄焕兴
凤凰羽 广州市番禺区亚运城小学 刘艳娟、王文俊
路子语 广州市天河区先烈东小学 陈昆婷
王宸园 广州市天河区盈彩美居小学 毛海燕
伍思慧 广州市番禺区市桥汀根小学 郭敏仪、姚嘉莉
王涂思睿 广州市越秀区农林下路小学 梁少珍、吉维娜
王景文 广州市番禺区市桥富豪山庄小学 卢淑华
陈海航 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南华小学 宋丽娜
刘书涵 广州市天河区华景小学 陶 然
佘泰然 广州市越秀区小北路小学 胡国宝
王云萱 广州市越秀区中星小学 吴佩君
肖欣然 广州市天河区先烈东小学 陈昆婷
郑熙雯 广东番禺中学附属学校 梁启华、黎桂英
乐津睿 广州市越秀区东山培正小学 张 丽
陈 熙 广州市天河区华阳小学林和东校区 何建芬
徐航燕 广州市白云区华师附中实验小学 燕立乾
曹 政 广州市天河区汇景新城实验小学 刘丽君
顾玲萍 广州市南沙区港龙中英文实验学校 吴文杏
韩昊志 广州市越秀区农林下路小学 黄学珍
张渝晴 广州市番禺区星海青少年宫乐笔尔文学社 黄秀娟
林炜聪 广州市天河区天府路小学 王秋平
赖杰瑞 广州市番禺区石碁镇小龙小学 肖园萍
陈淮羿 广州市番禺区新英豪中英文学校 罗静汝
赵梓樾 广州市越秀区小北路小学 余慧莹
张画如 中山大学附属小学 王淑贤
唐昕悦 广州市越秀区农林下路小学 陈少静
孟炜博 华南农业大学附属小学 石庆梅
阮康洋 广州市海珠区万松园小学 林树妹
周纯羽 华南理工大学附属实验学校 安 扬

谢承昊 广州市番禺区石碁镇茂生小学 孔筱坚

C组初中组

一等奖
选手 学校 指导老师
徐璟熙 广州中学 王 珂
高雨桐 广州市增城区应元学校 徐汀汀
齐悦涵 广州市番禺执信中学 杨贵芬、潘雨欣
张永芳 广州市增城区中新中学 林玉松
梁玮庭 广州市天河外国语学校 符伟平
黄宇萱 广州市铁一中学（白云校区） 陈佳琳
余子涵 广州市荔湾区四中聚贤中学 邓颖怡
翁宇舟 广州外国语学校 郝琳琳

二等奖
选手 学校 指导老师
林孟格 广州市第七中学 李 娜
张友晟 广州市笫七中学 李 娜
王辰羽 广东实验中学附属天河学校 邝晓晶
杨依凡 广州市香江中学 陈柳媚
王梓佳 广州市晓园中学 赵铭彩
罗筠乔 广州市西关外国语学校 樊笑梅
张东玥 广东实验中学荔湾学校 丁之境
邓淇尹 广州市第七中学 黄海丹
刘林子 广州市黄埔区铁英中学 何柳颖
吴晟嘉 广州市黄埔区铁英中学 符雨欣
王轩月 广州外国语学校 李柳静
吕锴泽 广州市海珠区六中珠江中学 董雪云
郭倩榆 广州市南沙灵山中学 陈翠平
陈冬梅 广州市番禺区市桥侨联中学 陈惠容
郭琬湘 广州市白云区白云实验学校 刘威娜
胡晓鹏 广州市南沙东涌中学 郭柳娟
杨 曦 广州培道实验学校 王绮琪
梁清尧 广东实验中学 楚 云
周一诺 广州市南国学校 方 晖

三等奖
选手 学校 指导老师
蒋昀哲 广州市越秀区二中应元学校 李丽君
刘子珩 广东实验中学荔湾学校 丁之境、王娟娟
傅羽宸 广州市番禺区市桥象圣中学 谭志芬
陈美佳 广州市番禺区大石富丽中学 洪敏华
庄昊淼 广州市第十七中学 郑晓云
史 言 广州市番禺区广铁一中天成中学 张立聪
宁行健 广州市番禺区广铁一中天成中学 张立聪
林子淇 广州中学 欧晓妍
刘子源 广州市番禺区广铁一中天成中学 黄秋煌
沈思晨 广州市第一一三中学 梁东晓
詹玥萦 广州广雅实验学挍 秦 穗
叶雅琪 广州市第七中学 李 娜
高蓓蓓 广州市海珠区六中珠江中学 冼 莉
戴玮瞳 广州广雅实验学校 杨瀛瀛
吕轶瞳 广州市第七中学 黄海丹
王嘉晨 广州市番禺区广铁一中天成中学 郑景深
张宏远 广东实验中学荔湾学校 肖旖婷
江澄楠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实验中学 陈永梅
谢胡一 广州市白云区培英实验学校 全水娇
毛思霖 广州中 学 杨 飞
郭嘉嘉 广州大学附属中学 蔡灵丹
董锦心 广州市执信中学 郑 莹
宗俊霖 广东实验中学 楚 云
王曼达 广州市执信中学 夏小静
庄颖琦 广州广雅实验学校 何丽萍
黄泰淇 广州中学 李 莉
冼千皓 广东实验中学 李科良
成镕桓 广州市增城区应元学校 窦金龙
罗 蕊 广东实验中学荔湾学校 张永红
陈梓冉 广州外国语学校 李 理
官钡儿 广州市番禺区育龙中学 胡婷欣
柯贤睿 广州市铁一中学（番禺校区） 杨婷婷
黄思睿 广州外国语学校 李韵琪

汪珂宇 广州市执信中学琶洲实验学校 郭闻孟

D组高中组

一等奖
选手 学校 指导老师
邱世煜 广州市增城区永和中学 李红辉

二等奖
选手姓名 学校 指导老师
王俞丹 广州市从化区从化中学 江伟华
李佳诺 广州市执信中学 朱 朋

三等奖
选手 学校 指导老师
潘 洁 广州市从化区从化中学 李素贞
肖佳韵 广东广雅中学 邓蔚芳
刘晓彤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实验中学 郑新蕾
胡嘉乐 广州市铁一中学 蓝 溪
李梓弘 广东广雅中学 侯人渝

优秀指导老师

学校 指导老师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贺春芳
广州市第七中学 李 娜
广州外国语学校 李柳静
广州西关实验小学 李颖仪
广州市西关外国语学校 樊笑梅
广州市增城区凤凰城中英文学校 魏艳芳
广州市番禺区天成小学 陈子娴
广州市番禺执信中学附属小学 邹友红
华师附中番禺小学 彭 惠
广州市海珠区南洲小学 兰 慧
广州市天河区体育东路小学 余卫星
广州市天河第一小学 余莫衷
广州市海珠区怡乐路小学 黄艳红
广东实验中学 楚 云
广州中学 王 珂
广州市增城区应元学校 徐汀汀
广州市番禺执信中学 杨贵芬
广州市番禺执信中学 潘雨欣
广州市增城区中新中学 林玉松
广州市天河外国语学校 符伟平
广州市铁一中学（白云校区） 陈佳琳
广州市荔湾区四中聚贤中学 邓颖怡
广州外国语学校 郝琳琳
广州市增城区永和中学 李红辉
广州市花都区秀全外国语学校 赖国康
广东实验中学荔湾学校 丁之境
广州市西关外国语学校 杨诗慧

优秀组织单位

广州市西关外国语学校
广州外国语学校

广州市番禺执信中学附属小学
广州市铁一中学

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雅居乐小学
广州市第一一三中学
广州广雅实验学校

广州市越秀区农林下路小学
广州市增城区凤凰城中英文学校

广州市增城区应元学校
广州市增城区朱村街中心小学

广东实验中学
广州市番禺执信中学

广州市海珠区六中珠江中学
广州市第七中学
广州市第五中学

广州市白云区白云实验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