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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23日上午，浙江建设技师学院与杭州
市就业管理服务局联合举办的 2019年杭州市
技能人才专场招聘会暨浙江建设技师学院
2019年校园招聘会在学院后广场举行，人头攒
动，热闹非凡。
这场招聘会提供的岗位有 2680个，吸引了

即将步入实习岗位的 817名同学，共有来自杭
州、上海、宁波等地的 105家用人单位参加。负

责招聘会
的叶主任
表示：“原
定 是 80
家的，没
想到很多
企业主动
联系我们
要来，我
们筛选掉
了一些专
业不对口
的和太远
的，最后

还是有 105家。”
为什么这个招聘会如此受欢迎呢？浙江建

设技师学院作为全省唯一一家专攻建筑专业的
技师学院，具有鲜明的行业特色，加上建筑行业
人才的需求很大，自然吸引了众多企业。负责招
聘会的叶主任说：“只要我们的学生需要，学院
都会向企业推荐就业。”

一些企业为了招聘人才，在招聘会前就来

开宣讲会，详细的介绍企业，加深学生的印象，
目前已经陆续开展了 5、6场宣讲会了。还有的
企业剑走偏锋，直接来义务讲课，把企业的理念
融入到课堂中去，来吸引学子们的目光。
“今天我投了很多简历，有些企业一听我是

这个专业的，就立刻拍板要我去上班了”设备安
装与预算专业的 15级学生陈伟佳同学这么说
到。他还表示今天来的企业专业都很对口，自己
很感谢母校，在校期间让他打好了专业基础，现
在才有了这样的机会。

在招聘现场，一些展位前紧紧的围满了学
生，除了正在面试的，旁边也有很多旁听的求
职学生，有时大家还忍不住插句嘴，提出自己
心中的疑问。而招聘者除了要面试，还兼职了
回答问题的任务，面对学子们对未来职业规
划、专业前景、就业方向的疑惑都耐心地进行
了一一解答。

面对这些积极求职的学子们，企业们的反
应又是什么呢？“很高兴的现在的学生对未来有
规划，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浙江凯厦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董事长黄青波这样告诉我们，他作为 93
级的校友，打算招 20名建筑专业的员工，同时

他也表示今天来的企业多，学生的数量却有限，
希望能招到适合企业的技术人才！
同学们手持精心准备好的个人简历，满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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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不完
全统计，98%以上的学生与企业达成了初步的
实习就业意向。
这场盛大招聘会的成功举办，离不开学校

的精心准备。为了给学子和企业之间搭建起沟
通的平台和桥梁，我院从三月份就开始了前期
准备。

通过微信推送、官网宣传、校企合作等方
式，与杭州就业局合作联系了众多优良企业，
为学子们的前程铺设道路，而这些求职的学
子们就像准备离巢的小鸟，跃跃欲试的想要
飞翔。
加油，同学们，这场招聘会是母校送给你的

礼物，也是你通往未来的钥匙。母校与你们即将
分离，也会在更好的未来相遇，愿你前程似锦，
也愿你一往无前。

（办公室 包子力）

愿你前程似锦 愿你一往无前
要要要百余家企业来我院野招兵买马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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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进全省技能人才
队伍建设，提高企业技能
人才上岗持证率，近日，我
院 2019 年首次省本级职
业技能鉴定在富阳校区举
行。省指导中心命题科周
峻老师莅临巡考，省机电
职业技术学院劳顺康等三
位老师全程参与指导考
评。

本次鉴定职业（等级）
为中级电工、高级智能楼
宇管理员，考试分为理论
知识和技能操作两个模
块。鉴定考试过程中，监
考人员严把考试质量关，
考评员严格规范考试程
序和秩序，周峻老师全程
巡考，对理论考试、实操
考试的规范性、有序性和
公正性给予充分肯定。

为规范鉴定程序，确
保鉴定质量，我院继续教
育中心按照上级技能鉴定
工作新标准、新要求，对职
业技能鉴定的各项政策详
细宣讲，认真组织报名、资
格审核，严格按照认定标
准申报，制定了严谨的考

务工作方案，精心组织考场布置。同时，在学
院相关部门的通力配合下，圆满地完成了此
次职业技能鉴定工作。

根据浙人社办发【2019】7号文件精神，
今年浙江省职业资格鉴定在申报条件、省
属定期鉴定开展职业、省本级定期鉴定统
筹考点设置等 9 方面有较大变化，我院作
为省属国家职业技能鉴定所，将切实推进
全省职业技能鉴定工作规范化实施。通过
开展此次技能鉴定活动，充分发挥了我院
作为国家级技能人才实训基地及省级高技
能人才实训基地的重要作用，助推技能人
才高质量发展。

（继续教育中心 严维英）

我院获评杭州市“2018年度平安示范单位”
5月 5日，从中共杭州市委创建“平

安杭州”领导小组获悉，我院被评为“2018
年度平安示范单位”。

2018年，我院根据省委建设“平安
浙江”《关于深入开展系统平安创建活动
的指导意见》以及市委创建“平安杭州”
《关于深入推进“各行各业创平安”活动
的实施意见》等文件精神，依据平安校园
创建要求，在集团公司、上级公安、综治、
消防等业务职能部门的具体指导及学院
统筹部署下，有序开展并圆满完成了
2018年度安全保卫工作任务。

为切实加强对安全教育工作的引
导，学院把安全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
程，各部门负责人分工落实，使安全教育工
作紧紧围绕学院中心工作有序开展。学生管
理处、保卫处与各部门在校园管理、安全防

范、群防群治、法制安全教育、维护学校稳定
等方面齐心协力，团结协作，确保了学院稳
定和良好的校园秩序，保障了正常的教学、

科研、技能竞赛等大型活动的开展，确
保了人员、财产的安全。

安全教育工作是一项社会性的系
统工程，需要社会、学校、家庭的密切配
合。学院保卫部门与富阳城西派出所、
富阳消防中队等部门通力合作，组织开
展一系列道德、法制教育、消防应急教
育活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为学院师
生牢固树立安全意识起到了较好促进
作用。

2019年，学院将在实现校园安全、
平稳、有序的基础上，深化“平安校园”
建设，加快构建校园安全管理新模式，
建强三防体系，狠抓安全教育，强化事

前管控，努力预防各类事故案件发生，为学
院快速发展筑起安全保障。

（保卫处 王峰）

为进一步对接世赛技术标准，5 月 13
日，世赛中国混凝土建筑项目主基地浙江建
设技师学院特邀第 45届世界技能大赛混凝
土建筑项目技术经理 ILIA ERSHOV前来进
行技术指导与培训。

ILIA ERSHOV 是该项目第 44届世界技
能大赛的俄罗斯专家，所指导的选手在第 44
届世界技能大赛上获得了优胜奖，对世赛混
凝土建筑项目有着丰富的经验。在一周的交
流指导过程中，项目专家教练组与 ILIA
ERSHOV就世赛竞赛要求，比赛过程，技术
文件，评分标准等相关内容进行了深入的探
讨。交流指导的同时，ILIA ERSHOV与项目
专家组刘建忠、骆圣明等成员就我院 3进 1
考核的作品进行了点评。

作为第 45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集训基
地（抹灰与隔墙系统项目、建筑混凝土项目、

瓷砖贴面项目），
浙江建设技师学
院认真履行主体
责任，切实承担
集训主要组织实
施工作，为集训
工作顺利开展提
供各项技术支持
和服务保障，多
次邀请国际世赛
专家前来学院交
流与培训，给选
手们搭建高水平
的学习平台。通
过与世赛专家的
对话，项目专家组对世赛技术标准与要求有
了更清晰的认识，同时这也有助于我们更好

地融入世赛大家庭，互相学习、增进友谊，共
同攀登世界技能的高峰。（世赛中心 赵祺）

世赛俄罗斯专家 ILIA ERSHOV前来我院访问交流

浙江省三建携手我院共育安装“工匠”
5月 13日，浙江省三建建设集团安装公

司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班开班仪式在我院富
阳校区举行。省三建建设集团安装公司总经
理刘钧、学院副院长徐永良、教务处主任蒋
翔、继续教育中心主任毛文娟及来自三建安
装公司的新入职一线技术员工共同参加了此
次仪式。开班仪式由毛文娟主持。

在开班仪式上，刘钧做开班动员讲话。他
指出，这是省三建安装公司首次依托建设技
师学院师资力量进行的全脱产培训班，也是
新入职员工一次难得的学习技能、提升自我
的机会。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工匠型人才，希望
同学们能够珍惜在校的这段时间，安心学习，
尽快掌握工作技能，努力成为推动公司发展
的“中坚”力量。

徐永良对省三建安装公司长久以来的信
任表示感谢，并向省三建安装公司领导及学
员详细介绍了我院的情况。浙江建设技师学
院一直致力于建筑类技能人才培养，40多年
来已培养了大批高技能人才，已成为浙江省
建设行业各类高技能人才的主要培养基地。
近年来，在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的世
界技能大赛中，我院参赛选手凭借刻苦、励志
的精神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徐院长最后寄语
所有学员在校期间能学有所思，思有所获，回
到岗位后能学有所用，为省三建安装公司的
发展注入更多力量。

开班仪式结束后，学员们参观并熟悉了
校园，他们个个热情高涨，学习信心十足，“校
园环境很好，老师们也很热情，我们对接下来

一个多月的培训充满了信心”培训班班长樊
精武说。
此次培训班由我院和省三建建设集团安

装公司共同承办，三建安装公司的新员工将
在未来的 5周时间内，在我校封闭学习企业
文化制度、安全管理相关知识、电气管道识图
等内容。
学院一直以来都非常重视校企合作，随

着办学规模的不断扩大、办学水平的不断提
升，学院与 100多家企业签订了全方位合作
协议。此次与省三建安装公司在技术工领域
的首次合作育人，是学院适应市场，服务企业
的又一有益尝试，标志着学院加强校企深度
合作、着力搭建社会服务平台能力迈向了新
台阶。 （继续教育中心 严维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