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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浙江江省省省省长长袁袁家家军军接接见见学学院院第第 4444 届届世世界界技技能能大大赛赛优优秀秀团团队队

3 月 2 日上午， 浙江省省长袁家军在浙
江省人民大会堂亲切接见了第 44 届世界技
能大赛浙江代表团。 浙江建设技师学院瓷砖
贴面项目金牌选手崔兆举、 抹灰与隔墙系统
项目优秀奖获得者顾威烈，项目专家组长、教
练，省机电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敏，院长

钱正海及有关人员参加。
袁家军代表浙江省委、省政府向在第 44

届世界技能大赛上取得优异成绩的浙江代表
团表示祝贺。袁家军说，世界技能大赛是世界
技能领域强手对决的盛会。 浙江选手在比赛
期间，能遵守规则、尊重对手、尊重裁判；不畏

强手，克服困难，顽强拼博，表现出色，取得 2
块金牌、3 个优胜奖的好成绩， 为浙江争了
光，为自己添了彩，可喜可贺。

袁家军强调，技能人才大有可为，技能岗
位无上光荣。希望有更多的青年人学习技能、
提升技能，实现技能成才。希望各企业发挥培
养主体作用， 进一步加大高技能人才的培养
力度。希望各地各部门各行业携手努力，共同
推进技能人才队伍建设， 为实现“两个高水
平”奋斗目标贡献智慧和力量。

在第 44届世界技能大赛上，我院两位选

手沉着冷静、力挫群雄，取得了一金一优胜的
优异成绩，其中瓷砖贴面项目获得了金牌，这
是我国在该项目上的首金， 抹灰与隔墙系统
项目获得了优胜奖， 这是我国在该项目上第
一次获得奖牌。

学院将以此为契机，乘世赛东风，精准对
接世赛技能标准， 进一步拓宽高技能人才培
养的思路，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新时
代培养更多建筑类高技能人才，服务“两个高
水平”奋斗目标。 （院办 陈秀华）

部分内容来源：浙江人社

3 月 7 日下午， 富阳区政协主席陆洪勤一行
17人莅临我院调研指导工作，区领导及有关部门、
街道负责人参加，学院院长钱正海、党委书记沈超
陪同调研。

钱正海对陆洪勤主席一行的到来表示热烈的
欢迎， 同时就学院的办学情况及新校区建设情况
作了简要汇报。

陆洪勤对学院在 44 届世界技能大赛上取得
的成绩表示祝贺， 对学院在技能教学上取得的成
绩表示肯定， 同时希望学院能够培养更多的建筑
类高技能人才，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调研期间， 陆洪勤一行在钱正海院长的陪同
下参观了学院的世赛中国集训基地。

（院办 陈秀华）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不移推进全
面从严治党，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落实基层
党建工作责任，学院党委于 4月 4日下午在行政
信息楼 601会议室召开 2017年度党支部工作民
主测评暨党支部书记述职评议大会。 党委书记沈
超,党委副书记、院长钱正海，工会主席、纪委副书
记谢雪芬及各党支部书记、部分党员和群众代表
参加会议，会议由党委书记沈超主持。

会上， 七名党支部书记对上一年度党建
工作进行了现场述职，分别从履职工作情况、
存在问题及主要原因、 下一步工作思路及主

要打算等方面汇报了党建工作开展情况。
述职结束后，钱正海对各党支部书记的述

职情况进行了点评。他指出，一年来，各党支部
书记抓党建履职尽责较好， 工作成效显著，党
的十九大学习宣传贯彻工作有声有色，党建工
作渐入佳境， 与中心工作结合度进一步提升，
支部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有效发挥。
同时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基层党建工
作仍然不平衡不充分，与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
求还存在一定差距等。 他提出，2018年基层党
建工作：一要抓紧抓实党员学习教育，旗帜鲜
明讲政治；二要全体党员齐动员共奋进，不忘

身份、牢记宗旨；三要真抓实干抓党建，履职尽
责到位；四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工作与学院建设
与发展的有机结合。 他希望，学院全体党员要
继续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做教育与管理的
实干者、做改革创新的奋斗者、做敢于突破的
先行者、做群众心中的模范者、做默默无闻的
奉献者、做不怕艰难的无畏者。

与会人员结合实际对各党支部工作情况
和党支部书记履职情况进行了民主测评。

会后， 党委书记沈超与各党支部书记签
订了《2018年度党建工作目标考核责任书》。

（院办 朱浩俊）

学院党委召开 2017年度党支部工作民主测评
暨党支部书记述职评议大会

富阳区政协主席陆洪勤
一行莅临学院调研指导

3月 4日上午，学院新学期全体教职工大会在
报告厅举行，学院领导班子成员、全体教职工参加
会议。

钱正海作重要讲话。他对假期一直坚守岗位、
守护校园的教职工表达了由衷敬意和感谢， 充分
肯定了全体教职工为学院创建国家重点技师学院
的艰辛付出和工作成绩。他指出，教代会工作报告
谋划了新一年发展蓝图， 希望全体教职工认真学
习、深刻领会，各部门、系部主动领题、积极担当，
同时加强工作目标效能监察， 确保全年各项目标
任务圆满完成。

随后，钱正海对当前重点工作作了安排部署。
一是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切实增强“四
个意识”；二是始终把校园安全摆在所有工作的首
要位置，积极打造平安校园；三是办好第 45 届世
界技能大赛建筑类项目全国、全省选拔赛，打好第
一战；四是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又好又快推
进二期工程，充分发挥资源效益；五是持续做好招
生工作。

本次新学期全体教职工大会的召开， 部署了
工作，鼓舞了干劲，为新学期工作的顺利开展指明
了方向，达到了预定目标，起到了良好的指引性效
果。 （院办 朱浩俊）

学院召开新学期
全体教职工大会

浙建集团党委副书记陈光锋一行莅临学院共商校企合作事宜
4 月 2 日， 浙江省建设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陈光锋
一行到浙江建设技师学院共商校
企合作事宜， 集团公司党委副书
记葛伟民和学院领导班子成员及
相关部门负责人一同参加座谈。

座谈会上， 院长钱正海汇报
了近年来学院办学及参加世界技
能大赛的情况， 并希望与省建投
集团开展更多校企合作项目，共
同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

陈光锋充分肯定了学院发展

成绩， 并表达了在承办中国技能
大赛、 开办新型学徒制项目等方
面的合作意愿。

葛伟民指出， 学院要不忘行
业背景、依靠行业办学，借力省建
投集团优势，开展多角度、深层次
的校企合作，推动校企共同发展。
参会人员还就有关问题进行了深
入探讨和交流。

会后， 参会人员还参观了世
界技能大赛中国集训基地和学院
部分实训室。 （院办 朱浩俊）

3月 9 日上午， 浙江省第 44 届世界技能
大赛总结暨优秀高技能人才表彰会在省人民
大会堂隆重举行，浙江省副省长王文序，省经
信委副巡视员董晓培、省财政厅副厅长沈磊、
省国资委副主任、党委委员朱恒福、省总工会
副主席张兆都、团省委书记朱林森出席会议，
会议由省人力社保厅副厅长仉贻泓主持。 省
机电集团（省职教集团）总经理谢平、院长钱
正海、 学院世赛团队成员和部分优秀学生代
表参加了本次表彰会。

表彰会上， 副省长王文序主要讲了三点
意见： 一是充分肯定浙江省高技能人才工作
取得的成绩。 二是要充分认识高技能人才队
伍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三是要加快培养
一支规模宏大的高技能人才队伍。

省人力社保厅副厅长仉贻泓宣读表彰文件，
会议表彰了第 44届世界技能大赛获奖选手、获
奖项目专家和教练、 世赛参赛工作突出贡献单
位，同时对优秀高技能人才进行了表彰。 作为世
赛一金一优胜奖的获奖学校， 我院被评为第 44

届世界技能大赛参赛工作突出贡献单位，两个项
目的选手和教练团队同时获得表彰奖励。

院长钱正海作为世赛国家集训基地负责
人在表彰大会上作交流发言。 钱正海回顾和
总结了基地在备战 44 届世界技能大赛上的
经验和做法，他表示，集训基地将坚定不移地
践行“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的浙江精神，不忘
初心、不辱使命、砥砺奋进，努力培养具有知
识型、技能型、创新型的新时代大国工匠。

世赛瓷砖贴面金牌选手崔兆举作为参赛
选手发言， 这位年轻的金牌得主满怀感恩之情
回顾了从世赛的选拔到阿布扎比摘金的艰难历
程，同时与大家分享了技能学习与训练的心得。

此次表彰会主要总结我省代表团参加第
44届世界技能大赛情况及经验、 表彰参赛选
手、 技术指导团队和单位以及优秀高技能人
才。 通过树立典型，弘扬工匠精神，提升技能劳
动者职业荣誉感， 引导激励广大劳动者爱岗敬
业，刻苦钻研技术，提升技能水平，营造劳动光
荣、技能宝贵的良好社会风尚。（院办 陈秀华）

学院世赛团队参加浙江省第 44届
世界技能大赛总结暨优秀高技能人才表彰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