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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省委委组组织织部部副副部部长长、、省省人人力力社社保保厅厅厅厅长长鲁鲁俊俊莅莅临临我我院院慰慰问问调调研研
并并为为第第 4455届届世世界界技技能能大大赛赛中中国国集集训训基基地地揭揭牌牌

9 月 10 日是第 34 个教师节，当天上午，省
委组织部副部长、省人力社保厅厅长鲁俊、省人
力社保厅副厅长仉贻泓、 职业能力建设处处长
项薇、办公室副主任张旻、职业能力建设处副处
长吴钧等一行莅临我院慰问调研，并为第 45 届
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集训基地揭牌。 省机电集团
董事长、省职教集团董事长王敏陪同慰问调研。

鲁俊厅长一行首先来到了实训楼的 BIM

施工实训中心， 这里同学们正
在上实训课， 鲁厅长饶有兴趣
的观看同学们设计建筑模型，
并与一位正在建模的男生亲切
交谈，“你学的是什么专业？ 进
入技师学院学习， 感觉和同时
期的初中同学有什么不同？”这
位男生自豪地回答：“我学的是
建筑施工专业， 我们动手能力
比较强，适应性更好。 ”

在实训楼二楼的世赛中国
集训基地瓷砖贴面训练场，入

选 45 届世赛中国集训队的 4 位队员正在教练
高艳涛的指导下练习瓷砖镶贴。 看着同学们有
条不紊地切割、镶嵌，鲁厅长问年轻的金牌教练
高艳涛：你们能取得金牌有什么诀窍？高艳涛回
答到：一是领先的工艺，我们通过多年的世赛经
验与社会装饰工程相结合， 制定出科学的施工
工艺；二是选手技能水平和稳定的心理素质；三
是工具的先进， 我们的团队根据比赛的实际情

况研发一些新型工具， 这些工具已经申请国家
新型专利，它们也是我们取胜的重要因素。看着
同学们镶贴出的精美的图案，鲁厅长连连点头：
事实证明我们技师学院的学生通过努力同样能
够成才，为国争光！

鲁俊厅长一行还参观了世赛的混凝土建
筑、抹灰与隔墙系统训练场，学院材料展示室，
精细木工、手工木工、电梯等实训室。

参观结束后， 学院在实训楼连廊举行了第
45 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集训基地揭牌仪式，仪
式由仉贻泓副厅长主持。鲁俊厅长、王敏董事长
共同为第 45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集训基地（混
凝土建筑项目、抹灰与隔墙系统项目、瓷砖贴面
项目）揭牌。 鲁俊厅长为揭牌仪式致辞，在第 34
个教师节之际祝全体教职工节日快乐、 身体健
康、工作顺利，同时希望学院进一步做强做优世
赛工作，培养更多具有国际水平的高技能人才。

随后， 在浙江建设技师学院 810 会议室召
开座谈会。 会上， 钱正海院长围绕建设国内一
流、 具有国际水平的技师学院的目标就学院基

本情况、主要特色、成果经验、未来愿景、工作体
会等方面作了详细汇报。 王敏董事长介绍了省
机电集团、省职教集团的基本情况和主要业务，
并重点汇报了省职教集团建设与发展情况。

鲁俊厅长在听取汇报后，充分肯定了学院近
年来建设发展取得的成绩，尤其是在世界技能大
赛上的突出成果，高度赞赏我院不愧为浙江省技
工院校中的标杆，一是领导班子好，二是教师队
伍好，三是发展定位好。 同时鲁俊厅长希望学院
立足高起点、坚持高标准，进一步做好三个方面
的深化工作，努力争做全国乃至国际一流技师学
院的先锋队：一是深化人才效应，更好发挥学院
教师队伍及培养的高技能人才队伍的人才作用。
二是深化社会效应，更好发挥学院优势作用，为浙
江省经济社会和全国建筑行业发展服务。 三是深
化示范效应， 更好发挥学院作为建筑类技工院校
的样板作用，努力争创具有国际水平的技师学院。

富阳区委书记朱党其， 富阳区委组织部长
仰中旻，富阳区委组织部副部长、人社局局长丁
中苏等陪同慰问调研。 （院办 朱浩俊）

热烈祝贺我院成为第45届世赛三个项目的中国集训基地

日前， 人社部公布第 45届世界技能大赛
中国集训基地，浙江建设技师学院被确定为混
凝土建筑项目、抹灰与隔墙系统项目、瓷砖贴

面项目的中国集训基地，其中混凝土建筑项目
是牵头集训基地。 这是人社部对我院在世赛工
作上的肯定。

我院将认真履行基地职责， 加强沟通配
合， 为集训工作顺利开展提供各项技术支持
和服务保障，高水平高质量完成集训任务，为
我国参赛选手在第 45 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取
得优异成绩作出应有贡献。

据悉，在第 45 届世界技能大赛的全国选
拔赛上，我院共有 5 个项目 13 位选手入选国
家集训队。 我院同时是第 44届世界技能大赛
瓷砖贴面、 抹灰与隔墙系统两个项目中国集
训基地，3 个项目 9 位选手入选国家集训队，
其中 2 位选手在世赛上取得“一金一优胜”的
好成绩。 （院办 陈秀华）

表彰｜春华秋实 硕果飘香
———学院召开 2018年教师节庆祝大会

9 月 9 日下午，在第 34 个教师
节即将来临之际， 浙江建设技师学
院在报告厅召开 2018 年教师节庆祝
大会， 学院全体教职员工参加表彰大
会，会议由副院长干杏芬主持。

表彰大会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序幕。

党委书记沈超宣读学院 2017 年先进集体、优
秀教师、优秀班主任、后勤服务部优秀员工表
彰文件。 他希望受到表彰的集体和个人珍惜
荣誉，戒骄戒躁，继续作好表率，并号召全体
教职员工， 以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
为榜样，爱岗敬业、勤奋工作，以实际行动为

学院各项事业发展作出贡献。 学院领
导班子成员为获奖集体和个人

颁奖。
院长钱正海为教师节致

辞。他代表学院领导班子向
辛勤工作在教学、管理和后
勤服务一线的全体教职工
致以节日的问候，向受到表

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 优秀
班主任及后勤服务部优秀员工

表示热烈的祝贺。同时希望全院教
职工当好学生的示范和榜样， 在正面上发挥

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着力培养德技双馨、身
心双健的高素质高技能人才。

钱正海号召全体教职工秉承“艰苦奋斗、
敬业自强、创优争先”的学院精神，以学院发
展为己任，以先进榜样为标杆，干在实处、走
在前列、勇立潮头，朝着建成国家重点技师学
院、争创全国示范技师学院的目标奋勇前进。

（院办 陈秀华）

楼国庆副总经理一行莅临我院调研指导
10 月 10 日， 省机电集团副总经

理楼国庆、省属企业外派第四监事会
监事陈莹霞、科教办主任叶健松等一
行 6 人赴浙江建设技师学院调研指
导。 院长钱正海、党委书记沈超、副院
长徐永良、办公室主任陈勇等参加调
研座谈。

会上，钱正海院长介绍了学院基
本情况和新校区建设情况，并汇报了
学院资产经营、校办企业、科技成果
转化及参与省职教集团工匠学院建
设等方面的主要做法及下一步工作
打算。 徐永良副院长就学院新校区建

设进度及资金管理使用情况等方面
作了详细说明。

在听取汇报后，楼国庆副总经理
对学院近年来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
分肯定，高度评价了学院在新校区建
设、“双创”等方面的工作成效，并对
学院未来发展寄予了三点希望：一是
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让职教更
接地气；二是坚持特色办学、优质发
展，深耕细作建筑业；三是注重创新
创业、优化环境，加快实现落地转化。

会后，楼国庆副总经理一行考察了
学院有关设备设施。 （院办 朱浩俊）

9 月 18 日上午， 第 45 届
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集训基地
抹灰与隔墙系统项目、混凝土
建筑项目集训启动仪式在浙
江建设技师学院报告厅隆重
举行。 浙江省人社厅副厅长仉
贻泓，浙江省人社厅职业能力
建设处副处长吴均， 第 45 届
世界技能大赛抹灰与隔墙系
统项目专家组长张守生，第 45
届世界技能大赛混凝土建筑
项目专家组长刘建忠，浙江建
设技师学院院长钱正海出席
启动仪式， 各基地负责人、专
家、 教练和选手参加启动仪
式。 启动仪式由浙江建设技师
学院院长助理、学院世赛研发
中心主任赵宇主持。

浙江省人社厅仉贻泓副
厅长在启动仪式上讲话， 并宣
布集训启动。他强调要全力以赴
做好世赛集训工作：一是坚持公
平公正， 选出最优秀的选手；二
是坚持世赛标准，讲究科学高效
集训；三是坚持交流合作，加强
统筹协调配合；四是坚持精准服
务，全力做好各项保障。

钱正海院长在致辞中表
示：学院作为牵头集训基地，将
站在为国争光的高度，以公平、
公正为基础， 认真履行主体责
任， 切实承担集训主要组织实
施工作，团结、沟通各基地，集
各家之所长、聚各方之优势，为
集训工作顺利开展提供各项技
术支持和服务保障。

随后，抹灰与隔墙系统项目专家组长张
守生、 混凝土建筑项目专家组长刘建忠、抹
灰与隔墙系统项目选手代表毕贞辉和混凝
土建筑项目选手代表陈君辉分别发言。

据悉，即日起，将有来自全国各地的 18
位选手进入基地参加集训，备战 2019年 8月
在俄罗斯喀山举办的第 45届世界技能大赛。

作为第 45届世界技能大赛混凝土建筑、
抹灰与隔墙系统、 瓷砖贴面三个项目的中国
集训基地， 我院将切实承担集训主要组织实
施工作，以饱满的热情、科学的态度、严谨的
作风做好每一步工作， 选拔出最优秀选手代
表国家参赛，取得更加优异的成绩，为祖国和
人民争光！ （院办 陈秀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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