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2 综合要闻 2018 年 6 月 15 日 浙江建设技师学院报 03 教育动态 2018 年 6 月 15 日 浙江建设技师学院报

艰
苦
奋
斗

敬
业
自
强

创
优
争
先

“夏早日初长，南风草
木香”。 近日，浙江建设技
师学院迎来了临江一中、
前进初中两所学校的 50
多名初中学生， 开展技能
体验活动， 参观各系部的
专业实训室。

●当师生们来到安装
工程系所在的实训室时，
系常务副主任王崇梅老师
向大家介绍了安装工程系
的专业设置和各专业学习
与就业的方向， 并对实训
室设备设施进行了详细的
讲解。

●为了让到访学生能
更好地了解各专业特色，
激发学生技能学习热情，
各专业系部还专门准备了
体验环节。 在电梯安装与
维修工作站，王跃峰、刘军
两位老师带领 14 楼宇自
动控制高技班的三位帅小
伙现场展示， 模拟实施电
梯应急救援， 三位“小老
师” 还指导前来观摩体验
的初中学弟学妹如何操
作。在 Revit建模实训室，在王晓康老师
的指导下， 大家运用 Revit 建模软件进
行二层办公楼的建模体验。 在建筑施工
仿真实训室，在黄太连和李子东两位老
师的指导下,学生们观摩和体验了“施工
工艺仿真”课程。 此外，学生们还参观了
各专业系部的其他实训室。

●体验活动期间， 学生们认真学
习、热烈交流，零距离感受技能学习的
乐趣，对各专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体
验课结束后，安装工程系还精心准备了
技能节比赛的小作品，作为礼物送给了
踊跃参加体验的学生们。

●据悉，在校园开放月期间（5 月），
学院多次热情接待前来参观体验的初三
学生。通过开展技能观摩体验、实训成果
展示等活动，让他们更加直观、形象地了
解学院各专业设置、技能实训课堂的学习
模式和今后的就业方向与就业前景等，充
分发现职业乐趣，提高自我认知，为未来
职业启智启蒙；同时也向大家展示了学院
近年来在技能人才培养上取得的丰硕成
果， 进一步提高了学院的美誉度与影响
力，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安装工程系 杨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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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29日，（台湾）中国科技大学俞明德校
长一行莅临我院访问，洽谈两校进一步深化教

育交流与学术合作有关事宜。 学院院长钱正
海、副院长干杏芬及相关部门（系部）负责人会

见来访嘉宾。
会上，钱正海致欢迎词，对俞明德校长一行

的来访表示热烈欢迎， 同时介绍了浙江建设技
师学院的基本情况。 钱正海指出，两校学生短期
研修项目已开展两届，师生反响良好，期待两校
进一步深化务实合作，携手共进。

俞明德对学院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详细
介绍了（台湾）中国科技大学的基本情况。 俞明
德校长强调， 两校交流合作让彼此受益匪浅，
希望双方进一步开展全方位交流合作，实现优
势互补，促进共同发展。

随后，双方就开展教师交流学习、学生短
期研修、学术合作等方面问题进行了深入沟通
和洽商，达成共识，并签署了学术交流合作意
向书。

（院办 朱浩俊）

（台湾）中国科技大学俞明德校长
一行莅临我院洽谈合作事宜

5 月 21 日下午，省机电集团(职教集团)科
教办公室主任叶健松一行 3 人莅临浙江建设
技师学院调研指导工作，学院领导班子成员陪
同调研。

调研会上， 钱正海院长对叶健松主任一行
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同时就学院办学情况、
世界技能大赛成果以及 2018 年的重点工作作
了简要汇报。 钱正海同时希望集团公司能够为
学院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更多的支持与指导。

叶健松对学院在第 44 届世界技能大赛上
取得的优异成绩表示祝贺，对学院在技能教学
上取得的成绩表示肯定，他对学院始终坚持走
建筑类特色发展之路表示赞赏，希望学院在建
筑类高技能人才培养上更上一层楼。叶健松同
时强调职教集团各成员单位既有共性又有个
性，应该走特色发展之路。

调研期间，叶健松一行在院领导的陪同下
参观了学院的世赛中国集训基地和部分实训
室。 （院办 陈秀华）

省机电集团（职教集团）科教办公室主任叶健松
一行莅临学院调研指导

5 月 7 日下午， 我院意识形态工作专项会
议在行政楼 601 会议室召开，学院全体领导班
子成员和各党支部、各部门（系部）负责人参加
会议，会议由院长钱正海主持。

会上，各部门（系部）主要负责人分别汇报
了部门（系部）开展意识形态工作突出问题和风
险点自查情况。 随后，副院长徐永良、工会主席
谢雪芬、院长助理赵宇分别结合各自分管领域，

谈了进一步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感想和体会。
钱正海院长在总结讲话中指出， 意识形态

工作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 关系学院培养什
么样的人、 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
本问题。就如何进一步做好学院意识形态工作，
钱正海院长要求：一是高度重视、准确把握意识
形态工作，重点做好意识形态教育培训，努力把
工作前置和前控；二是紧紧围绕中央要求，通过

校园文化建设等多种途径方法， 落细落小落实
意识形态工作任务；三是加强监控监督，严密防
范意识形态工作风险点， 大力推动风险管控常
态化； 四是建立健全意识形态工作应急管理机
制，及时掌握舆情动态，发现和处理倾向性、苗
头性问题；五是选好载体、找准抓手，积极传播
正能量、好声音，充分发挥榜样示范引领作用，
牢牢把握意识形态话语权。 （院办 朱浩俊）

学院召开意识形态工作专项会议

为构建招生就业共享平台，实现学院
就业工作向为社会就业服务转变， 服务学
生、服务企业、服务行业，充分发挥技师学院
培养高技能人才的引领辐射作用， 给企业
和学院毕业生搭建面对面双向选择的平
台，5月 25日上午，浙江建设技师学院 2018
年校园招聘会隆重举行。 本次招聘会是学
院与浙江省人才市场、 杭州市就业管理服
务局、 富阳区人才市场管理办公室联合举
办。 杭州市就业管理服务局副局长冯慧卿、
公共就业服务处处长徐子江亲临招聘会现
场指导工作。

此次招聘会共吸引了来自杭州、上海、
宁波等地的 110余家用人单位参加， 其中
包括浙江省建工集团、浙江一建建设集团、
浙江三建建设集团、远洋控股集团、浙江省
机电设计研究院、蒂森克虏伯电梯、日立电
梯、迅达电梯、中天建设集团浙江安装工程
有限公司、麦丰装饰、中博装饰等大型知名
企业，提供实习就业岗位 2300 余个，涵盖
了建筑施工、工程造价、建筑装饰、环境艺
术设计、电梯工程技术、建筑设备安装与预
算等众多专业。

上午 10:00招聘会准时开幕， 学院建筑
工程系、经济管理系、建筑艺术系和安装工
程系 800多名学生走进会场，与企业近距离
接触。 同学们手持精心准备好的个人简历，
自信地穿梭于各个展位之间，与前来招聘的
企业积极交流沟通，寻找心仪岗位。 火热场
面也吸引了不少周边院校的毕业生前来应
聘。 与往年相比，学院参加招聘会的学生人

数增加近 20%，而招聘企业增加了近 40%，
提供的实习就业岗位增加 60%。

从今年的就业形势来看，高技能人才
仍以其不可替代的优势备受用人单位青
睐。 技能扎实、综合素质高的优秀学子依
然抢手。据不完全统计，98%以上的学生与
企业达成了初步的就业意向，鲲鹏建设集
团、南都物业等知名企业当场与学院达成
了共建“订单班”、“冠名班”及新型学徒制
等培养模式的校企合作意向。 此次招聘会
的圆满举行既帮助同学们实现了就业梦
想，也解决了企业用人的燃眉之急，更进
一步提升了学院的知名度，取得了三方共
赢的预期效果。

（招生就业办公室 詹又辉）

冠军摇篮迎来百家名企招贤纳才
———学院成功举办 2018� 年校园招聘会

第 44届世界技能大赛经验交流会
暨第 23届全国著名职业院校

改革创新现场观摩会在我院举行

4月 25日上午，第 44届世界技能大赛经验交
流会暨第 23 届全国著名职业院校改革创新现场
观摩会在我院报告厅隆重举行。 来自全国各地的
230 多位技工院校、职业院校的领导、专家汇集于
此，现场学习浙江省在第 44 届世界技能大赛的经
验和做法。 观摩会由主办方《职业》杂志社的副社

长杨生文主持。
观摩会上， 浙江省人社厅仉贻泓副厅长介绍

了浙江省技工教育总体情况， 分享了浙江省组织
参加第 44届世界技能大赛的成功经验和做法。 中
国人社出版集团梁江航副总经理介绍了本次活动
的目的和任务，分享了出版集团在普及世赛、展现
世赛、传播世赛中所作的工作。

院长钱正海介绍了学院发展情况， 分享了参
加世赛历程尤其是第 44 届世赛斩获“一金一优
胜”的经验和体会。 钱正海同时介绍了世赛对学院
办学的积极影响：教学要求与世赛标准接轨；世赛
团队整体水平的提升对学校产生积极影响； 提升
学校在企业、行业和社会上的影响力；通过世赛的
高端引领，助推学院快速发展。

巴西世赛国家集训基地抹灰与隔墙系统项目
首席专家弗莱维娅?路易丝?阿诺德女士介绍了巴
西技能人才培养总体情况， 分享了巴西参加世赛
的一些典型经验和做法。

学院世赛瓷砖贴面项目金牌选手崔兆举和世
赛教练高艳涛也分别作了经验介绍， 分享了他们
的参赛心得和体会。

会后， 与会人员参观了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集
训基地和学院部分实训室， 对学院办学条件和经
验一致给予高度评价，并与学院相关部门负责人、
教师进行了深入交流。

据悉， 本次活动之所以选择我院作为观摩单
位， 主要得益于近年来学院在技能人才培养方面
的突出成绩。 （院办 朱浩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