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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2 月 25 日

浙江建设技师学院讯息

浙江建设技师学院举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学习会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
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11 月 27
日下午，学院特别邀请了杭州市委党校副校长
廖志林到我院进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解
读。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徐永良，副院长干
杏芬，党委委员、副院长毛文娟，党委委员、院长
助理赵宇及全体教职工参加学习会。党委副书
记徐永良主持学习会议。
廖志林教授从十九届五中全会的背景介
绍、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规划建议》的说明要点、
《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建议》等三个
方面为大家带来了精彩的解读。
解读全篇围绕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深入阐述了新发展的重要地位。尤其是深入阐
述了立足新时代、贯彻新发展、构建新发展格
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抓住经济发展目标、人民
共同富裕的发展格局。解读统筹国际发展、坚
持系统观念。台上，专家讲解深入浅出、结合国
内外形势讲解透彻；台下，聆听者全神贯注，认
真记录。
最后，徐永良对此次宣讲学习进行了总结

并提出三个要求：一是要提高站位，广泛开展大
学习、大讨论，深入学习，认真领悟，把十九届五
中全会精神与工作结合，把学习成果与具体结
合起来。二是聚焦职责使命，深刻领会，准确把
握，把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与我们学校发展结
合起来，围绕使命提升管理水平。三是加强宣
传阐释，及时总结，把学习贯彻好十九届五中全
会精神学到心里，落到实处，切实提高支部的学
习实效和政策水平。
自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召开以来，浙江建
设技师学院党委就下发了《关于开展学习中国
共产党第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的通知》，团委、
各党支部迅速行动起来，以微感想、微视频、微
讨论等多形式深入学习贯彻十九届五中全会精
神，
活动有序组织、有效开展。
今后一段时间，
学院将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的重大政治任务，
坚持把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精神与建设百年职校结合起来，
把学习成
果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强大动力，
再创新的辉煌。
（办公室 石巍）

11 月 23 日，从全国第二届技工院校
教师职业能力大赛传来喜讯，
浙江建设技
师学院的侯莹莹、杨敏老师在工业综合与
农业类、服务类比拼中双双荣获二等奖，
在全国大赛的舞台上一展我院青年教师
风采。
本次大赛分为机械、电工电子、信息、
交通、服务、财经商贸、工业综合与农业、
文化艺术与综合、公共等 9 个大类，来自
全国 30 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
282 名优秀技工院校教师参加决赛。比
赛主要进行教学设计和说课答辩等内容
的比拼，全面检验技工院校教师职业素
质、理论知识水平、实践操作以及运用先
进教学方法的能力。
自今年 6 月底报名参赛后，侯莹莹和
杨敏老师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就全身

心投入了比赛。他们充分利用
课余和暑期时间，冒着酷暑一遍
遍的来校磨课、演练，不断提升
各项教学技能，并最终获得省内
选拔第一名，将国赛入场券收入
囊中。此次国赛参赛选手皆为
各省份佼佼者，比赛中，两位老
师 沉 着 应 战 ，充 分 发 挥 各 自 水
平，在高手如云的赛场上一展风
采，
双双喜获二等奖。
据了解，全国技工院校教师
职业能力大赛每两年举办一
次。大赛致力于推动技工教育
教学方法改革，秉承学生中心、
能力本位、工学一体的教育理念，为全国 建设，促进技工教育高质量发展，打造具
技工院校教师提高教学水平搭建交流学 有中国特色的技能人才培养模式。
（办公室 包子力）
习的重要平台，
有利于加强技工院校内涵

产教融合 校企合作 协同育人
——学院成功举办第六届校企合作指导委员会会议

12 月 18 日，学院喜迎八方来客，成
功举办第六届校企合作指导委员会会
议，93 家企业的领导和技术专家参加
此次会议。出席本次会议的领导有省
住建厅建筑市场监管处处长施卫忠，
省
人社厅职业能力建设处副处长洪在有，
富阳区住建局副局长盛金武，
以及省建
筑业、安装、造价等行业协会专家。会
议由学院副院长毛文娟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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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出，
在政府部
门、行业协会、企业的长期大力支持下，
学院坚持高端引领，
在高技能人才培养
上从一个跟跑者、并跑者、到逐渐成为
领跑者。同时，
他恳请大家留下宝贵的
意见和建议，学院将不断完善培养方
案、不断改进培养模式、不断提高评价
标准、不断提升培养质量，把技能教育
办成人民喜欢、企业满意、政府放心的
职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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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杰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品宏涂装有限公司与学院达成
“企业助学协议”并举行签约仪式。院
长钱正海和与会领导为校企合作企业
授牌，28 家企业新增为学院的“产教融
合基地”。
本次会议还特别邀请了省住建厅
市场监管处施卫忠处长以“浙江省建筑
业发展趋势”为主题，对我省建筑业现
校企合作企业代表浙江省建设投 状和面临的问题，
以及十四五期间我省
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品宏涂装有 建筑业发展大势进行了全面的诠释，
报
限公司、西子电梯科技有限公司企业负 告内容承接国家发展战略，
紧贴企业发
责人就与学院的合作做了经验分享，
致 展热点，
引发了与会者的热烈反响。
力打造校企深度、紧密合作典范。
下午，与会领导、企业嘉宾参观了
学院的快速发展离不开上级部门 学生技能成果展。学院各系部、相关部
的高度重视和鼎力支持。浙江省建筑 门分别召开了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小
业行业协会副秘书长毛毳在大会上代 组会议和校企合作洽谈小组会议。来
表行业协会发言，并向学院在第一届 自行业、企业的领导与技术专家为校企
全国技能大赛中取得的亮眼成绩表示 深度融合献计献策。
热烈祝贺。她表示，浙江省建筑业行
学院紧密对接建筑业和社会经济
业协会期待与学院的深度合作，双方 发展需求，坚持走“校企合作、产教融
发挥各自优势，在推动行业转型升级、 合”的办学道路，通过深化新型学徒制
高质量发展中共同努力，取得新的成 培训试点、健全专业指导委员会、联合
果。
开展横向课题研究、在合作企业建立
浙江省人社厅职业能力建设处副 实训基地、企业专家和技能大师进校
处长洪在有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学院 园 进 课 堂 等 多 种 模 式 ，全 面 开 展 、深
办学以来紧跟时代发展、紧贴行业需 度合作，形成“校企联动、合作育人”
求，
在全面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在 运行机制，助力高技能人才培养质量
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希 提升。
望校企双方以此次会议为契机，
在校企
（招生就业办公室 詹又辉）

学院隆重召开第一届全国技能大赛选手
暨 2020
年度优秀学生表彰大会

全国赛二等奖!我院侯莹莹、
杨敏老师
在全国大赛上一展风采

12 月 22 日下午，学院在
报告厅隆重召开第一届全国
技能大赛选手暨 2020 年度
优秀学生表彰大会。学院全
体班子领导、各系部教师及
学生代表参加本次大会。会
议由基础部教师张旭主持。
表彰大会在全场高唱国
歌中拉开帷幕。学院副院长
干杏芬首先宣读了《关于表
彰 2019 学年第二学期“三好
学生”
“优秀学生干部”和“单
项积极分子”的决定》。她希
望受表彰的个人珍惜荣誉，
戒骄戒躁，再接再厉，再创佳
绩。全体学生要以他们为榜
样，以饱满的热情和积极向
上的精神风貌，努力学习，全
面发展，成为德智体美全面
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
和接班人。
学院领导为受表彰三好
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单项积
极分子颁发荣誉证书。
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
长宣读了《关于表彰中华人
民共和国第一届职业技能大
赛获奖选手的决定》。他希
望受表彰的选手珍惜荣誉、
勤学苦练，力争代表国家出
征世赛，取得更加辉煌的成
绩；希望广大学生以受表彰
的选手为榜样，刻苦钻研、奋
发进取、创优争先，学技能、
练本领、强素质，为我院“建
设国内一流、具有国际水平
的百年职校”奋斗目标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三位获得金牌的选手杨
艳梅、郭志豪与程邦分别上
台发言，与大家分享此次夺
得金牌背后的故事，表达了
对学院的感恩之情和冲击第
46 届世界技能大赛的决心
和信心。
学院党委书记、院长钱正海做总结讲话，向受
到表彰的全国技术能手、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
部，表示热烈的祝贺。他满怀喜悦的指出，近年
来，学院莘莘学子在党委的带领下积极参与世界
技能大赛，挑战自我、问鼎技能巅峰。在刚刚结束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技能大赛实现了参
赛选手全部进入世赛集训队的大满贯，实现了所
有参赛选手都获得了全国技术能手称号的大满
贯，
创造了学院在全国技能竞赛上的新记录。

前路曲折，唯志高远。他要求广大教职工继
续探索创新，成风化人，用博大的胸怀感染莘莘学
子，用深厚的学术指引祖国希望，引领学生与时代
发展并进，谱写技能报国的新篇章。同时，恪守职
业精神，严操实训，铸造技能的专业水准；启迪智
慧，
立德树人，
潜心培育大国工匠。
（办公室 包子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