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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鸡报晓，春满人间。 2017年 2月 13日
上午 10点， 学院 2017年春季开学工作会议
在行政楼 901会议室隆重召开。 学院党政领
导班子成员、全体教职员工出席大会。

会上，院长钱正海首先表达了对大家的
新年祝福。 他强调在新的一年，全院要统一
思想认识，围绕学院“十三五”规划提出的奋
斗目标，重点工作要努力突破，日常工作要
常抓不懈，齐心协力，创建和谐向上，有归属
感和认同感的美丽校园。

此次开学工作会议务实、紧凑，钱院长
的讲话为学院本学期的各项工作提出了具
体要求，同时也指明了方向。 相信全体教职
员工已做好了充分准备，在新的一年中再创
佳绩。

（院办 柴祝平）

金鸡报春谱新篇
谋篇布局再启航

———学院召开 2017年春季开学工作会议

学院召开校园
安全工作会议

2 月 21 日，学院党委书记沈超在行政楼
810 会议室主持召开了学院 2016 年度党员
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征求意见座谈会，面对
面听取对学院领导班子及领导班子成员在
理想信念、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作风、担当
作为、组织生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等
方面的意见建议。

座谈会上，各部门（院系）负责人及教职
工代表，分别结合各自工作实际，围绕主题、

突出重点，谈思考、说看法、聊体会，从不同
视角和层面就贯彻落实十八届六中全会精
神、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学院当前发
展和领导班子及领导班子成员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中肯、具有针对性和建设性的意见建
议。 沈超边听边记，不时与大家互动交流，气
氛热烈、坦诚、融洽。

听取大家发言后，沈超说，大家身处发
展第一线，对基层情况比较了解，大家的发

言反映了广大师生的心声，非常中肯、很有
见地， 既体现了对学院党委工作的支持，又
寄托了对学院发展的美好愿望，对于我们做
好各项工作、 开好民主生活会具有重要意
义。 学院党委将高度重视，仔细梳理、认真反
思，把意见建议纳入到民主生活会中，切实
研究制定整改措施，推动各项工作再上一个
新台阶。

（党办 朱浩俊）

学院党委召开民主生活会征求意见座谈会

3 月 9 日上午， 学院在行政楼 810 会议
室召开 2016 年度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 浙
建集团纪委副书记、 党委组织部部长常德
强，省机电集团党委副书记葛伟民、党群部
主任郑亚萍、纪检监察审计部主管陈双华到
会指导， 学院全体领导班子成员出席会议，
党委书记沈超主持会议。

学院领导班子对开好这次民主生活会
高度重视， 会前做了认真、 扎实的准备工
作。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基础上，领导
班子认真学习了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
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关
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等党规党纪，
通过发放征求意见表、 召开专题座谈会等
多种形式广泛征求了教职员工对领导班子
及成员的意见建议， 累计征求到 15 条，同
时按照“三必谈”的要求组织开展了谈心谈
话活动。 院党委书记沈超主持起草了领导
班子对照检查材料， 班子成员认真撰写了
个人发言提纲。 这些都为开好民主生活会
奠定了良好基础。

会上，院党委书记沈超代表领导班子
作对照检查， 查摆了班子在理想信念、政
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作风、担当作为、组织
生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等方面的问
题，深刻剖析了产生问题的原因，并提出
了改进方向和措施。 随后，由院党委书记
沈超、院长钱正海带头，班子成员逐一进
行了个人对照检查发言， 结合工作实际，
查摆和剖析了自身存在的问题，主动开展
自我批评， 其他同志分别提出了批评意

见。自我批评时，
班子成员以勇于
向自己开炮的精
神，开门见山，当
面锣、 对面鼓的
摆问题、讲短板，
不回避、不掩饰，
做到了见人见事
见思想； 相互批
评时， 班子成员
有缺点谈缺点、
有意见讲意见，
以诚相见， 推心
置腹，交流思想，
践行了加强和规
范党内政治生活的新要求，起到了相互提
醒、凝聚共识、促进团结、加油鼓劲的作
用。

在认真听取完学院领导班子及成员的
发言后，浙建集团纪委副书记、党委组织部
部长常德强对我院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给
予了高度肯定。 他指出，学院领导班子团结
协作好、工作业绩好、作风形象好、廉洁自律
好，充分发挥了带头表率作用。 同时，他对学
院下一步工作提出了要求：希望领导班子团
结带领全院师生员工， 在省机电集团党委、
省职教集团的正确领导下， 继续发扬成绩、
补足短板，再接再厉、加快发展，早日建成国
家重点技师学院。

省机电集团党委副书记葛伟民在讲话
中指出，此次民主生活会会前准备充分，会
议主题明确、重点突出、程序规范，体现了

三个特点：高度重视、精心组织，查摆深刻、
实事求是，严肃认真、团结和谐，达到了“团
结―批评―团结”的目的，实现了预期目的
和效果。 他强调，下一步要坚持问题导向，
针对查摆出的问题，制定整改方案，形成整
改台账，挂单整改、年底检查。 他希望学院
领导班子继续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主动融
入、加深融合；二是提升能力、增强合力；三
是加强党建、落实责任；四是端正党风、廉
洁从政。

最后， 院党委书记沈超作表态发言，他
表示，学院领导班子下一步将从严从实制定
整改方案，找准抓手、全面发力，推进各项整
改措施落实到位，确保民主生活会取得积极
成效，为创建国家重点技师学院提供有力支
撑。

（党办 朱浩俊）

学院召开 2016年度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

3 月 3 日下午，学院在行政楼 901 会议
室召开 2016 年度领导班子及成员述职述廉
述德述法会议。 浙建集团党委工作部副部
长、人力资源部经理陆永健等出席会议，学
院领导班子成员、 教职工代表等 50 余人参

加会议。 会议由学院党委书记沈超主持。
会上， 钱正海代表学院领导班子作

2016 年度总结报告。 随后钱正海、沈超分
别作个人述职述廉述德述法报告，学院领
导班子其他成员进行了书面述职述廉述

德述法报告。 听取报告后，与会人员对学
院领导班子及成员从德、能、勤、绩、廉五
个方面，以及选人用人工作等方面进行了
民主测评。

（党办 朱浩俊）

学院召开 2016年度领导班子
及成员述职述廉述德述法会议

3 月 1 日上午，浙江省职
业技能教学研究所副所长巫
惠林，浙江省团校、浙江青年
创业学院党委书记、 校长俞
中一行 9 人来我院调研。 学
院副院长干杏芬、 办公室主
任陈勇、教务处副主任蒋翔、
经济管理系副主任郭靓等热
情地接待了他们。 巫所长、俞
校长此行的主要目的是调研
我院创新创业方面的相关情
况。

座谈会上， 干副院长首
先对巫所长、 俞校长一行表
示热烈欢迎， 简单介绍了我
院的基本情况， 并重点介绍
了学院近年来创新创业方面
所取得的成绩。 随后巫所长
简单介绍了省教研所与省团
校之间就创新创业达成的合
作意向， 争取在省技工院校
范围内多出创新创业成果。
最后俞校长简单介绍了浙江
青年创业学院的基本情况，
针对我院的基本情况简单分
析了项目孵化的可行性。

俞校长一行非常认可学
院的办学理念， 对我院近年
来在世界技能大赛等方面取
得的成绩表示钦佩， 并希望
以世界技能大赛全国选拔赛
的优秀选手为切入点， 进一
步加强与我院在创新创业方
面的交流合作。

（教务处 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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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7 日下午，学院校园安全工作会议在行
政楼 601会议室召开。学院领导班子成员、中层干
部及食堂、超市、奶茶店等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议由院党委书记、副院长沈超主持。

会上，院长钱正海做重要讲话，他说校园安
全是学院教育教学工作顺利开展的基础， 各部
门必须高度认识到安全责任的重要性， 将安全
之箭始终悬于头上。 一是要提高思想认识，绷紧
安全工作的弦。 对内，安全是学院发展的基础，
没有安全就没有稳定；对外，安全是学院的财富
和品牌，有安全才有和谐和信任。 二是要理清校
园安全工作的思路。 消防安全、食品安全、环境
安全、用电安全，都应从源头抓起，杜绝事故的
发生。 三是要认真落实安全防护工作，做到制度
明确。 进一步健全落实全方位的安全制度保障
体系，动员广大师生共同参与安全防卫工作，在
全院范围内宣传到位， 加强安全设施和安全环
节的检查和防卫工作。

与此同时， 钱院长指出要继续做好学院的维
稳工作，抓大不放小，抓前不拖后，落实责任制，提
高认识，及时沟通信息；要树立公关危机意识，提
升危机处理的应急能力，传递正能量，营造风清气
正的校园氛围。 最后，他强调，校园安全与稳定是
学院发展的基础，只有让安全与稳定深入人心，才
能让学院发展得更快、更强。

会前， 各部门对部门职能范围内的安全问题
进行了排查，提出了相应的整改措施。下一步学院
将继续督促整改措施的落实， 确保学院的安全稳
定。

（院办 柴祝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