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3 教育动态 2016 年 12 月 25 日 浙江建设技师学院报

我院代表参加人社部第三批一体化
课程改革建筑施工专业启动会

为贯彻落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关于做好技工院校第三批一体化课程教学改
革试点工作的通知》（人社厅函【2016】416 号）
等文件精神，确保第三批一体化课程教学改革
试点工作顺利进行，12 月 29—30 日， 人社部
第三批一体化课程改革建筑施工专业启动会
在广州召开，本次会议由广东省城市建设技师
学院承办，我院作为建筑施工专业一体化课程
改革参与校参加了此次会议，代表学院参加本
次会议的有副院长干杏芬、 教务处副主任蒋
翔、建筑工程系副主任张国华。 一同参加本次
会议的还有厦门技师学院、江苏省徐州技师学

院、镇江技师学院、德州市技师学院、重庆建筑
高级技工学校的领导和老师们。

本次会议首先由厦门技师学院张家雄院
长传达了人社部关于做好技工院校第三批一
体化课程教学改革试点工作会议精神、厦门技
师学院教改办主任林玲老师介绍了建筑施工
专业一体化课程开发工作组织实施方案，随后
厦门技师学院系主任苏建斌、江苏省徐州技师
学院建筑工程学院院长安德锋、镇江技师学院
系主任杨先林、我院教务处副主任蒋翔、德州
市技师学院教研室主任姚玲云、广东省城市建
设技师学院系主任古娟妮、重庆建筑高级技工

学校专业带头人魏佳强分别介绍了各自学校
建筑施工专业的建设情况，让各个参与校之间
有了相互的了解。技术指导专家广州市工贸技
师学院副院长张利芳全程参与了相关培训和
指导。

本次会议明确了建筑施工专业一体化课
程改革的工作目标，通过沟通确定了工作实施
方案及各阶段时间进度安排，讨论制定了专业
方向，并明确了各参与院校下阶段的主要工作
任务。我院建筑工程系在接下来的半年多时间
内将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建筑施工专业
一体化教学改革工作中来。 （教务处 蒋翔）

共
建
校
企
实
验
室
探
求
共
赢
新
模
式

为了进一步加强校
企深度合作， 促进资源
的优势互补， 探讨校企
工学结合的新模式 ，
2016 年 11 月 25 日我院
与杭州市设备安装有限
公司正式签订校企共建
电力电气试验合作协
议。 近年来，在学院领导
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
下， 安装工程系一直致
力于将培养高技能的应
用型人才作为专业建设
发展的重点， 在学院招
生就业处的通力协作
下， 积极探索校企合作
的途径， 此次能和多年
协作单位杭州市设备安
装公司达成共建实验室
的合作协议， 也是实现
了强强联合、互利共赢，
促进校企文化技能的交
融， 搭设了学院与企业
教科研成果转化和前沿
科技理论技术平台。

此次共建实验室是
我院迁入富阳新校区的
首个校企深度合作项
目，为期三年，主要从基
础技术研究、 创新技术
应用和高技能人才培养
等方面展开。 共建实验
室是利用学院 3# 实训
楼二楼 3201-3203 室的
场地， 由我院安装工程
系与企业共同制定更适
合企业需求的专业人才
培养方案， 为企业提供
信息服务、技术支持，并
将进行科研项目的开发
与研究。 通过这种深度
合作模式为我院安装工
程系培养“双师型”教
师、 师资和工匠交流与
互训、 技能型学生提供
顶岗锻炼机会， 加强企
业有实践经验的技术性人才与系部
专业教师的沟通和交流。

安装工程系将按照“生产教学
化、教学生产化、实训企业化”的“三
化”思路，采用“工学一体化”的现代
学徒制培养模式，对接学院“十三五”
规划发展需要，为企业培养既有良好
职业素质，又有很强的操作技能的高
素质应用型人才。 同时，发挥各自的
行业优势和社会影响力，发挥杭州市
设备安装公司科技中心在科研开发、
装备制造和行业服务方面的优势，补
齐学校发展中的短板，推进创新创业
教育，研发具有专业前瞻性的技术革
新手段或产品，力求在双方合作的项
目或课题上取得一定突破，从而进一
步提升学院和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为
我省建筑设备安装产业结构调整、企
业转型升级再立新功。

（安装工程系 杨敏）

建筑艺术系召开专业咨询会议
12 月 16 日， 建筑艺术系专业咨询会

议在学院第二会议室召开。 建筑艺术系副
主任孔国强主持会议，浙江品尚品展示用
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钱青，扬州汇川木工成
套设备有限公司经理邵国亮，杭州景龙建
筑模型制作有限公司经理陈志飞等 11 位
相关企业人士出席，会议围绕“如何建设
专业课程与人才培养定位”、“如何在共赢
的基础上实现校企合作”这两个议题展开
探讨。

会议上，孔国强副主任阐述近年来建筑艺
术系的专业发展与建设情况，以及目前面临的
问题，与企业人士探讨当今企业需要什么样的
人才，学校教育又该如何培养更专业和对口的
技术人才等问题。企业人士分析目前相关专业
市场的人才需求方向，学生在企业实习的现状
等，给予实际的指导意见。

此外，在校企合作议题上双方达成一定共

识， 认为要努力
突破原来学生去
企业实习这种单
一的合作模式，
要将“校”与“企”
更紧密地联系在
一起，实现“产”、
“学”、“研” 的合
作模式。 一方面
学生与教师要去
企业调研， 了解
新技术， 学习企
业文化； 另一方
面， 企业人员走
进校园参与课程
的指导与教学，做到“校”与“企”的互动与对
话，实现对学生更深入的专业渗透。 许多企业
均表达出与学院合作的诚意， 并表示将在今

后深入探讨具体的合作模式。 随后，钱青一行
参观了建筑艺术系实训基地， 此次会议圆满
结束。 （建筑艺术系 张海燕）

工程造价（技师）专业建设专家咨询委员会
在我院召开

12 月 16 日， 我院经济管理系在行政楼
910 召开工程造价（技师）专业建设专家咨询
委员，浙江省建工集团，浙一建、科佳咨询、浙
江正华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等省内知名企
业的第一线技术负责人受聘为技师工作站的
企业导师并出席了会议。 我院副院长干杏芬、
教务处副主任蒋翔、 经济管理系副主任郭靓、
建筑工程系副主任张国华、环境艺术系副主任
孔国强和经济管理系造价专业骨干教师出席
了会议。

会上，干杏芬副院长首先向受聘的专家介
绍了学院的情况。经济管理系副主任郭靓介绍
了该系的基本情况、造价专业建设思路以及本
次的工程造价（技师）人才培养方案和技师研
修工作站建设方案议题。专家们认真听取了汇
报后展开了热烈讨论，并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
建议。根据中办发〔2006〕15号)文件精神，原国
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于 2006 年制定并下发了
《新技师培养带动计划》(劳社部发〔2006〕16
号)，提出要“加强校企合作，首先在高级技工
学校、技师学院以及其它具备条件的学校中要

开展预备技师
培养试点工作，
采取校企合作、
定单培养等方
式，开展后备青
年技师的培养
工作。 整合社会
培训资源，搭建
多功能、高层次
的技师培训平
台”。 我院造价
技师班采用技
师研修工作站
方式培养技师，
工作站根据我
院人才培养的
需要将技师工
作站分为若干个技师工作室，每个工作室至少
配套一个校内老师和一位企业导师。郭靓副主
任根据土建、安装、园林等专业进行了教师和
专家的分组，分组讨论后进行总结汇报。

经过一天的热烈讨论， 我院坚定并完善
了造价技师人才培养方案， 技师研修工作站
也初具模型， 为下一步技师人才的培养奠定
了基础。 （经济管理系 钭娟）

我院安装工程系教师做客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鲁班讲堂”

12 月 25 日下午， 应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
院邀请，我院安装工程系安排讲师、管道安装
工艺一级实习指导教师吴旺做客杭州科技职
业技术学院“鲁班文化节———鲁班讲堂”第 79
讲， 为科职院城建学院 16 级建筑设备工程技
术专业全体学生作主题为“建筑新工艺、新材
料、新技术”的精彩讲座，安装工程系新教师俞
婷婷一同参加本次学习交流。

本次讲座，吴旺老师以世界各国建筑技术
正向“绿色建筑、生态建筑、智能建筑和节能建
筑”发展为切入点，结合一些国家在新型建筑
所获得的效益与成果展开，介绍了目前我国在
节能建筑方面的典型工程和应用实例，并与到
场的学生畅聊了新型建筑所构成的材料和所
需要的技术，从新材料、新设备、新技术在建筑
领域方面的实际应用，为科职院建筑设备工程
技术专业的学生上了生动的一课。 讲座后，两
校相关教师还进行了深入交流。

本次校际的专业交流，深化了我院与兄弟
院校间建筑设备安装专业中高职段师资建设
方面的合作，也加强了两校“3+2”培育项目的
资源共建共享。

（安装工程系 俞婷婷）

建筑施工（技师）专业建设专家咨询会
在我院召开

12 月 16 日，建筑工程系举行了建筑施工
（技师）专业建设专家咨询会。会议邀请了浙江
省职业技能教学研究所王丽慧老师、杭州瑞兴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项目总监丁煜章工程师、
浙江鼎测地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邱棉玉高级
工程师、 浙江坤兴建设有限公司邵晓鹏副经
理、浙江省一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
虞伟良副经理、浙江省建筑业技术创新协会方
敏进工程师作为咨询专家，为我院建筑施工专

业的专业建设进
行诊断和指导。

本 次 会 议
分两个阶段进
行。 第一阶段为
学院专业建设
指导委员会全
体委员会议，由
副院长干杏芬
主持。 会上，干
副院长对我院
的基本情况做
了简短的介绍，
强调了专业建
设咨询委员会

对专业建设的重要意义。
第二阶段会议分专业进行。建筑工程系的

与会专家首先参观了我院的实训工场，观摩了
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集训基地的选手训练情况。
随后在行政楼 905 会议室召开建筑施工（技
师）专业建设专家咨询会。会上，建筑工程系副
主任张国华从建筑施工（技师）专业建设的主
要内容、目前建设的成果、存在的问题、今后的
措施以及专业建设的目标五个方面进行了汇

报，特别对技师研修阶段的课程安排进行了重
点说明。与会专家对专业建设方案进行了诊断
并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指出建筑施工
（技师）专业建设目标明确、思路清晰，将会为
浙江建筑业的发展提供一流的技能人才。 同
时，专家们指出，技师研修方案的制定要充分
考虑行业的需求与最新技术发展的要求，针对
建筑施工专业的特殊性，要充分考虑工程测量
工（技师）考核与建筑施工专业的适应性、协调
性。 课程的设置要有前瞻性，要多进行企业调
研，了解企业需求，有针对性的开设；要充分利
用学院二期建设的机会，加强技师班学生现场
实践的教学，以项目为单位，让学生完整的参
与整个建设过程，基本了解房屋施工的主要技
术及管理要求，为顶岗实习做好准备。

最后，张国华副主任在听取各位专家建议
的基础上进行总结发言，他再次感谢各位专家
给予建筑施工（技师）专业建设的帮助和指导，
要求本系进一步理顺技师班与高级工班的衔
接关系，充分吸收专家们的意见建议，将专业
课程前置， 技师研修阶段要以做项目为基础，
应用前面所学知识来解决项目中的问题，达到
研修目的。

（建筑工程系 王梁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