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中旬，座落在美丽的富春江泮的浙江建设技师学院举行了一场特殊的招生宣讲，专业教师直
面镜头、手持麦克风，化身主播直播“带货”，面向全国的考生和家长，介绍学院的专业特色、课程设置
及就业前景等，全面展示办学成果和办学特色。

本次活动是学院首次尝试线上招生宣讲。为做好疫情期间的招生宣传工作，学院各系部主任及专
业教师来了一次全校总动员，纷纷在镜头前各显神通、秀出“十八般武艺”，吸引考生关注、报名，最大程
度的减少疫情对学院招生工作的影响。 （办公室 包子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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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担当、正当时
——浙江建设技师学院举行微型党课大赛

5月22日，浙江建设技师学院“决胜全面小
康，展现职教担当”微型党课比赛在学院报告厅
举行。学院八个党支部共计13名选手参加比
赛，学院院长钱正海，副院长徐永良，院长助理
赵宇及学院全体党员、入党积极份子观看了大
赛。比赛同时邀请了八位党支部书记作为评
委。

此次大赛以增强爱党爱国爱校情怀，展现

职教奉献担当为
主线，选手们借
助 PPT 向观众和
评委展现了学院
40 多年的发展历
程，抒发建设技
师人的家国情怀
和奋斗篇章，演
绎新时代的建设
梦，致礼决战决

胜全面小康。比赛中，党员教师紧紧围绕主题
要求，注重内容，革新形式，声情并茂。通过身
边人讲身边事，通过身边事影响身边人，发挥
出色，八仙过海，各有千秋。

有些支部，以创新的思维，用视频的形式讲
述我院教师默默奉献。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用汗
水谱写青春，用奋斗镌刻华章，展现了职教人的
担当，诠释了建设人的初心，描绘了最美的故事。

有些支部，以新颖的构思，不仅讲出了学院
的发展历史，也讲出了我们正在走的路。尤其
是我们在职教的道路中要做的事情，要干的事
业，要担的责任。当、担当、当仁不让，“风起扬
帆正当时，壮阔建设绘新篇”。

有些支部，以鲜明的主题，匠心育匠人，
春风化雨。内容丰富，故事动人。这几年来
学院以大国工匠精神为追求，狠抓教育教学，
聚能集势，苦练内功。通过在实践中摸爬滚
打，走出了一条适合我们自己的道路，形成了
一批特色鲜明的专业。通过打拼，我们在行
业，在国内外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取得了不错
的成绩。

有些支部，以小带动大，讲述班主任教师的心
理活动和工作独白。从疫情突如其来的防不胜
防，到信念坚定的使命必达，带入感强、正能量足。

在这次疫情防控工作中，全院教职工严格
按照要求，积极主动作为，凝成一股绳，保证了

学院的返校复课正常进展，发挥了教职工的职
业精神。

对于本次微党课比赛，院长钱正海谈及三
点感受：

一是在朴实中展现了高尚。这次比赛选手
都是我们普通的党员教师，用最真挚、最朴实的
方式讲述我们身边的每个故事，体现了真挚的
自我、真挚的情感。正是因为真挚，感动了你、
我、他。二是在担当中成就了辉煌。学院教职
工，通过在不同的岗位上甘于奉献，为学院发展
提供动力。耀眼的世赛、优秀的课件……，这些
成绩的取得都是教职工敢闯敢干，主动承担，勇
于挑战的生动体现。三是在比赛中受到了洗
礼。通过这次微型党课比赛，我们的灵魂又接
受了一次洗礼、思想又一次受到了冲击。这些
平凡人踏出的非凡人生，像镜子一样，对照着我
们反思前进。

（办公室 石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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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浙江省国资委公布第三批省属企
业“五个一”人才工程人才名单，授予浙江建
设技师学院教师骆圣明“全省国有企业‘五个
一’人才工程杰出技能标兵”称号。骆圣明是
高艳涛、徐震后我院入选该人才工程的第三
位教师。

据悉，此次人才遴选工作是省国资委深
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高水平建设人才强
省行动纲要》，扎实推进人才强企战略的重要
举措。遴选工作对照《省属企业“五个一”人
才工程实施办法（试行）》（浙国资党委发

〔2016〕13 号）相关规定，经过各省属企业党
委、各市国资委党委（党工委）组织推荐，省国
资委党委会议研究、公示后确定名单。

主要事迹
骆圣明是我院建筑工程系一位党员教

师。他不仅是浙江建设技师学院世赛中心混
凝土建筑项目的参与者、见证者，更是推动
者。

2013年，骆圣明从浙江工业
大学研究生院建工系岩土专业
毕业后，一腔热血地扎进了建筑
行业，从事了5年的结构设计工
作。2017年9月，骆圣明来到浙
江建设技师学院任教，如今他已
经成为学院建筑工程系的一名
专业骨干教师、混凝土建筑项目
教练组组长，第45届世界技能大
赛混凝土建筑项目中国教练组
组长。2019年8月，在第45届世
界技能大赛上，骆圣明指导的广
州城建技工学校陈君辉、李俊鸿

两位选手，夺得了我国在混凝土建筑项目上
的首金。 （办公室 包子力）

骆圣明骆圣明（（左左））指导选手指导选手

我院又一教师入选省属企业“五个一”人才工程

近日，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
公室发文公布我省技工院校首批 6 所“思政
课建设引领校”名单，浙江建设技师学院名列
榜首，成功获评浙江省技工院校首批“思政课
建设引领校”。

全省技工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规范化建设
专项评估工作，分为学校自查、市级普查、省级
抽查，再到省级总结通报四个阶段，省、市评估

专家组通过听取汇报、资料审阅、实地考察、听
课和评课、座谈与访谈等多种形式进行检查，从
2019年7月，持续到2019年12月，历时5个月。
本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评估不仅是对学院思
政课建设和发展的一次全面检测和总结，也是
促进学院进一步提高办学水平、凝练办学特色
的重要契机，更是学院以评促建，全面提升教育
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机遇。

以评促建，以评促改，学院获评浙江省技
工院校首批“思政课建设引领校”既是对我院
思想政治理论课规范化建设工作的肯定，也
是鞭策。我们将以此为新起点，继续巩固和
加强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规范化和内涵建
设，对标对表，撸起袖子加油干，只争朝夕，不
负韶华，努力将学院建设成为特色鲜明的全
国一流技师学院。 （基础部 刘伟荣）

学院获评省技工院校首批“思政课建设引领校”

6月5日，我院作为经浙
江省人社厅备案认可的首家
技工院校职业技能等级认定
评价机构，在全省率先组织
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试点
工作，来自智能楼宇和建筑
施工两个专业的共51名在校
学生参加了本次认定。这标
志着浙江省技工院校开展职
业技能等级认定试点工作正
式拉开帷幕。

本次职业技能等级认定
考核职业（工种）为电梯安装
维修工（三级）、工程测量员
（四级），考核内容为理论考
试加实操考核，考生参与认
定且两门课程均合格者由学
院核发相应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

考试期间，监考人员认
真把关，考评人员规范执评，
质量督导人员严格监督，考
试过程井然有序。作为省属
技工院校首家职业技能等级
认定评价机构，学院承担着
等级认定的主体责任，从报
名信息审核、评价计划制定、
试（题）卷库建设及印制、评
价过程实施、质量监督管理
及应急预案等流程确保客观
公正、规范有序，真正做到了
评价流程全面到位、评价监
督有理有度。认定当天，省
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鉴定
科严姝和证书管理科郑国成
莅临现场监督指导。

自等级认定工作启动以
来，学院高度重视，成立了
以党委副书记、院长钱正海
为组长的评价管理领导小
组，先后组织开展任务布置
会、召开考评人员和监考人
员工作会议并在现场参与监
督管理。学院继续教育中心
作为牵头部门，及时有效地
与上级主管部门沟通，积极
参与工作方案制定、人员培
训、专家队伍组建等一系列

工作，不断推动认定试点工作有序顺利进行。
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制度是国家分类推进人

才评价机制改革的重要举措，职业技能等级认
定是经备案认可的技工院校，依据国家职业技
能标准或职业技能评价规范，对技工院校学生
或社会技能劳动者的技能水平进行考核评价，
评价合格者由技工院校颁发相应的职业技能等
级证书，证书数据实时共享至人社部技能等级
证书查询平台，其效用等同于国家职业资格证
书，持有人对应享受同等待遇。

下一步，学院将继续扩大认定职业和人员
范围，加大宣传力度，推进对全省社会人员开展
技能人才培养及评价工作，充分发挥技工院校
评价主体作用，真正将技能人才培养、评价与企
业用人制度有效衔接，助推全省技能人才培养
工作高质量发展。 （继续教育中心 严维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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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8日，浙江建设技师学院召开第46
届世界技能大赛拟新增项目建筑信息建模项
目研讨会。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教授王
杰，学院院长钱正海、世赛中心主任赵宇、经
济管理系主任郭靓、项目指导教师张吉及建
筑信息建模项目部分选手参加会议。

研讨会上，钱正海院长首先就世界技能
大赛、学院参赛历史和获奖情况向王杰教授
做了简要介绍，并坚定表达了学院将在建筑
信息建模项目（以下简称BIM技术）上倾尽全
力做好建设与保障工作。钱院长指出，随着
建筑业的转型发展，大量的新技术不断涌现，
BIM技术的应用就是解决了建筑项目全生命
周期信息管理和运用的一项新技术，这项技
术是实现数字建筑、智慧建筑的重要组成部
分，学院过去高度重视传统工匠的培养工作，
近三年来，学院高度重视BIM技术人才的培
养，在业内率先开设了建筑BIM技术相关专
业，学院希望通过这个改变实现培养出一批
具有高技术的“数字工匠”。就目前国内BIM

技术应用现状看，需要打破了建筑各阶段信
息孤岛现象，实现数据共享。而此次世赛拟
新增的建筑信息模型项目正是学院从培养

“传统工匠”向“数字工匠”转型发展的结合点
和起航点，也是打破建筑全生命周期信息孤
岛现象的切入点，学院将广泛利用海内外资
源，在新项目上定点发力，结合专业建设培养
出更多的具有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的数字
工匠，更好地服务行业、服务社会。

王杰教授是工信部BIM技术资深专家、
长期从事建筑BIM技术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多次指导选手参加全国BIM技术大赛，取得
第一名、一等奖等好成绩，具有丰富的大赛经
验。在研讨会上，王杰教授对学院在新项目
建设上的积极应对和前瞻性的思考表示钦
佩，并与建筑信息建模项目指导教师、选手代
表沟通交流，详细了解学院在该项目上的现
状及教学情况，鼓励大家要树立目标，迎难而
上，积极应对挑战。他强调，世界技能大赛作
为一项全球性的赛事，对细节和技术有着更

高的要求，前行的道路注定充满荆棘，在技术
文件公布之前，我们要做的就是勤奋学习，加
强与建筑信息建模相关的基础，培养良好的
操作习惯，在技术和对软件的理解上尽量不
留死角，打有准备之战。

会议中，王杰教授还从BIM技术理念、BIM
技术与应用等方面为大家做了讲解。世赛中心主
任赵宇向王杰介绍了学院BIM实训室建设情况。

学院冲击新项目有着深厚的基础。学院就
开设了建设项目信息化管理、建筑BIM设计及
应用两个专业，学生学习BIM技术氛围浓厚，师
生多年来连续参加全国高等院校BIM应用技能
大赛等全国性专业赛事，屡次获得一等奖。

此次研讨会的召开，不仅标志着学院在
世赛拟新项目上开始厉兵秣马，也是学院积
极向建筑信息化转型发展的有力举措。学院
也将以此为新起点，与新时代新经济新变革
接轨，以赛促教、以赛促学、以赛促用、以赛促
新，引导、培育更多“数字工匠”“大国工匠”。

（办公室 包子力）

学院召开第46届世赛拟新增项目
建筑信息建模项目研讨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