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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抱新时代 肩负新使命
为争创国家级示范性技师学院贡献青春与力量
———共青团浙江建设技师学院第八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2019年 1月 11日下午，共青团浙江建设技
师学院第八次代表大会在学院行政楼 901会议
室隆重召开。共有来自全校 79个团支部的 85
名学生团员代表和教师团员代表参加本次会
议，院长钱正海出席了大会。
大会在庄严的国歌中拉开序幕，省机电集团

团委向大会发来贺信，贺信中指出：学院团委过
去五年中，在思想工作引领、党建带团建、围绕学
院中心工作、志愿服务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
为践行“机电梦”“中国梦”付出了青春与力量，同
时也对学院团委今后五年的工作提出要求：要紧
密围绕集团中心工作，坚定不移地以“科技机电”
为总战略、突出科教强企、突显集团教育事业的
比较优势，推进科教事业的蓬勃发展。
院长钱正海致开幕词，他代表学院党政领

导班子，对大会的胜利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同
时他以一名曾经在团的岗位上工作了 11年的
老团干的身份，对学院团委五年来在思想引领、
基础团建、校园文化、志愿服务等方面开展的工
作给予肯定，同时在学院明确提出要创建国家
级重点技师学院、争创国家级示范性技师学院
为奋斗目标前进道路上，对学院共青团工作提
出四点希望：一、用理论武装团员青年的思想；

二、以“六个文化、六个追求”为指引，不断凝聚
团员青年的力量；三、用历史成就激励广大团员
青年；四、围绕学院中心工作，充分发挥团员青
年的主力军作用。

学院团委书记胡海瑛代表第七届委员会作
了题为《拥抱新时代 肩负新使命 为争创国家
级示范性技师学院贡献青春与力量》的工作报
告，她回顾了学院团委过去五年的工作，同时也
提出下一步工作思路。

根据《共青团浙江建设技师学院第八次代
表大会选举办法》，经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了第
八届委员会委员，并经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
生了团委书记。随后，大会一致通过《共青团浙
江建设技师学院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第七届委
员会报到的决议》。
大会在嘹亮的团歌中落下帷幕。第八届

委员会将继续高举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伟大旗帜，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
神和共青团十八大精神，牢记青春使命，勇
担时代重任，为学院创建国家级重点技师学
院、争创国家级示范性技师学院贡献青春与
力量！

渊建筑工程系 徐震冤

校企共建创职教标杆 互惠共赢育行业精英
———学院成功举办第五届校企合作指导委员会会议

2018年 12月 18日，正值学院成立四十周
年之际，学院喜迎八方来客，成功举办第五届校
企合作指导委员会会议。80多家企业的领导和
技术专家参加会议，省建筑、装饰、安装等行业
协会专家和省人社厅、富阳区住建局领导到会
指导。会议由副院长徐永良主持。
院长钱正海致欢迎辞，对前来参会的各位

领导、嘉宾、企业家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热烈的欢
迎。钱院长回顾了建校四十年来，学院的快速发
展历程及校企合作情况，指出紧扣建筑行业发
展，以世赛为引领，做强做大优势特色专业群，
加强产教融合、深化校企合作，共育行业高技能
精英人才，更好服务企业、服务社会是学院始终
坚持的办学目标。

校企合作企业代表浙江三建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蒋建宏经理、上海开装科技有限公司毛科
轶副总经理就公司与学院的深度合作作了经验
分享，打造校企深度紧密合作典范。
学院的快速发展离不开上级部门的高度重

视和鼎力支持。浙江省建筑行业协会副秘书长
张明智在致辞中强调：校企双方应以培养具有
职业核心能力的高技能人才为己任，努力探索
新形势下我国职业技术教育改革发展的新经
验,为浙江的建筑业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省人社厅职业能力建设处领导在讲话中充
分肯定了学院办学以来，紧跟时代发展、紧贴行
业需求，在全面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在人
才培养等方面取的丰硕成果。希望校企双方以
此次会议为契机，在校企合作指导委员会的指
导下，进一步健全“校企双制、工学一体”的高技
能人才培养体系，将产教融合落实到教育教学
全过程，着力提高学生的职业核心能力和综合
竞争力，培养顺应行业发展的高技能人才，为行
业企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在与会领导和企业嘉宾们的见证下，杭州
市富阳区住房与城乡建设局与学院共建“培训
中心”，上海开装建筑科技有限公司与学院共建
“职业训练院”，并举行揭牌仪式。院长钱正海和
与会领导为校企合作企业授牌，近 60家企业成
为学院的“产教融合基地”。

下午，与会领导、企业嘉宾参观了世赛集训
中心和校史馆。学院各系部、相关部门分别召开
了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小组会议和校企合作洽
谈小组会议。来自行业、企业的领导与技术专家
为校企深度融合献计献策。

(招就办 詹又辉)

钱正海院长参加住建部中职建筑施工与
建筑装饰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六届五次会议

2018年 11月 29日 -12月 1日，住建部
中等职业教育建筑施工与建筑装饰专业建设
指导委员会六届五次会议在山西大同召开，
本次会议由山西省建筑工程技术学校承办。
专职委副主任委员、我院院长钱正海参加了
此次会议，教务处主任蒋翔、建筑艺术系主任
孔国强陪同参加。

会议在上海市建筑工程学校杨秀芳校长
的主持下拉开了帷幕。山西省建筑工程技术学
校校长任雁飞对前来参加会议的各位委员、教
师代表表示了热烈的欢迎，随后山西省建设教
育协会会长杨炜东、中国建设教育协会副秘书
长胡晓光分别作了重要讲话。胡秘书长传达了
住建部近期的中心工作，并指出专职委今后的
工作应该围绕如何培养建筑业一线技能型人
才展开。
围绕研究建筑业一线技能型人才培养展

开。中高职教育衔接一直是职业教育研究的
热点问题，本次会议也安排了中高职教育贯
通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交流活动。我院教务处
主任蒋翔、广州市建筑工程职业学校教务科
长郑智娟、湖北省工业建筑学校程林分别作
了相应的主题报告。

专职委秘书、上海市建筑工程学校副校
长周学军介绍了专业核心课程标准编制的相
关问题；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教育教材分社

编审朱首明介绍了相关配套教材的开发情
况。
我院院长钱正海代表专职委介绍了专职

委 2019年的工作计划，他指出专职委 2019
年将主要围绕“建筑行业人才需求调研”、“开
展教学研究和教学经验交流”、“课程标准与
专业教材的编写”、“加大师资培养与院校间
交流”、“结合各级技能比赛，加大技能交流”
等几项主要工作展开。随后各与会代表就
2019年的工作计划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达成
了一致意见。
我院近年来在建筑技工教育领域、特别

是建筑行业高技能人才的培养上取得了一定
的成绩，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和充分
肯定，今后将进一步发挥好专职委委员学校
的区位引领作用，在我省乃至全国建筑行业
职业教育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

渊教务处 蒋翔冤

打造“活力”工会，筑起“温馨港湾”
———学院工会召开2018年度工作总结会暨工会干部培训会

“凝心聚力，开拓创新，办好事，办实事，
为广大教职工排忧解难，让工会成为全院教
职工温馨的港湾，努力打造‘活力’工会，构建
和谐校园”一直是我院工会活动的宗旨。为更
好地发挥工会职能作用，促进工会干部的理
论素养和工作能力的提升，建设学习型、服务
型工会组织，切实发挥工会在学院发展建设
中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推进学院又快又稳的
发展，2018年 12月 29日，2018年度工会工作
总结会暨工会干部培训会在行政楼 911 召
开，院长钱正海出席会议，会议由工会主席谢
雪芬主持。

工会主席谢雪芬从“民主管理”、“落实关
爱履职”和“文体活动”三方面总结了 2018年
度工会工作，同时部署了 2019年工会工作。
谢主席指出，2018年，工会在学院领导的关怀
指导和广大教职工的支持下，圆满完成了各
项工作任务。她同时还高度赞扬了工会干部
为工会活动投入的高度热情和责任心，表示
正是因为他们的默默奉献和勇于创新，使得
工会活动丰富多彩、工作蒸蒸日上。谢主席对
工会干部提出七点要求：融入学院中心工作，
助推学院发展；认真学习新时期的系列重要
文件精神，提高服务职工的能力和水平；团结
带领职工围绕学院发展，建功立业；建设精神
文化上赋予新内涵的职工之家，塑造优秀职
工队伍；帮助职工解决实际困难，增强职工的

归属感；开展职工喜闻乐见的各种文娱活动，
增强职工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廉洁自律，打造
“风清气正”的校园氛围。

学院高度重视工会工作，院长钱正海到
会指导。钱院长对工会在 2018年为学院建设
发挥的积极作用予以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赞
扬，同时强调工会是学校文化建设的重要力
量，是密切联系广大教职工的桥梁纽带，学校
工会工作做得好与坏直接关系到学校的稳定
和发展，希望工会在下一步工作计划中，着力
思考为搞好学院文化建设、培育良好的校风、
学风、优化育人环境等方面做出深入透彻的
分析和计划，以搞好校园文化建设为契机，实
现学院凝心聚力，育大国工匠、建百年职校的
目标和计划。最后，钱院长就广大教职工的幸
福生活对与会同志提出了“四爱”的要求：即
爱国家、爱学校、爱生活、爱家庭。

培训会上，与会同志一起学习了“习近平
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大会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习近平同志在全总十七次会
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正风肃纪反腐，一刻
不能停息”。

通过本次总结与学习会，增强了工会组织
的凝聚力，使全体工会干部思想意识、理论知
识、业务水平得到了进一步提高，为新形势下
如何开展工会工作开启了一扇知识之窗，为促
进今后工会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做好铺垫。

2019年，工会将以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按照学院第五次党员大会和 "十三五 "发展
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全面履行工会职能，不
断推进学院民主政治建设，继续完善服务教
职工工作体系，着力增强工会的政治性、先进
性和群众性，团结凝聚全院教职工为加快建
成国家重点技师学院再立新功、再创佳绩。

(基础教学部 刘伟荣)

2018年 12月 17日至 25日，第 45届世界
技能大赛抹灰与隔墙系统项目、混凝土建筑项
目第一次阶段性考核在主基地浙江建设技师学
院举行，胜出选手将进入下一阶段集训。
浙江省人社厅高度重视项目的考核工作，

在考核工作启动会上，省人社厅职业能力建设
处副处长吴钧到会指导, 并表示将对考核工作
给予全力支持。
抹灰与隔墙系统项目第一次阶段性考核只

设置一轮，占比 100%。本次考核分为隔墙制作
和抹灰两个阶段，试题图纸难度高于世赛难度，
选手需在 22个小时（5天）内完成轻质隔墙组
装、抹灰及线条安装，包括识图算量、放样、轻钢
龙骨裁切、石膏板加工、隔墙组装、阴阳角处理
和石膏线条的组装与固定等十多个工序。
混凝土建筑项目集训第一阶段（5进 3）考

核共分三轮进行。第一、二轮分别在广州城建
技工学校和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进行。第三
轮考核为综合考核，本轮考核要求选手制作一
间混凝土建筑，主要考察选手针对建筑中模板
工程、钢筋工程和混凝土工程的施工与建造的

相关技能和职业素养, 占第一阶段考核分值的
70%。本轮考核中混凝土浇筑试题图纸难度高
于世赛难度。

为了确保考核的公平、公正、公开，两个项
目的考核试题严格按照人社部集训工作指导意
见要求，提前 20天公布技术文件（附赛题图
纸），征求各参赛单位意见，提前 10天举行裁判
培训，在裁判会议中确定技术文件、赛题图纸、
评分标准等。专家组监督整个比赛过程，各基地
主管领导及参赛单位主管领导对考核全过程进
行监督，考核全程对外开放。

参赛选手按照赛前制定的计划圆满完成了
各项任务，攻破了各层次难点，用自己的精湛技
艺和精益求精的精神向大家诠释了新时代青年
的“工匠精神”。
浙江建设技师学院作为主基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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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考核工作顺利开展提供各项
技术支持和服务保障，力争选拔出最优秀的选
手代表国家参赛，为祖国和人民争光。

渊建筑工程系 张国华 徐震冤

第 45届世赛抹灰与隔墙系统项目、混凝土建筑项目
第一阶段考核在我院顺利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