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技能人才工
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新时
代浙江工匠培育工程推进
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助
力新时代浙江工匠培养，实
现“一流技师学院”建设目
标，4 月 12 日上午，浙江建
设技师学院召开行政办公
会议暨学院品牌建设座谈
会，为科学编制《浙江建设
技师学院品牌战略实施方
案》群策群力、集思广益。
会议由院长钱正海主持，学
院两级领导班子参加。

钱正海院长指出，品
牌建设是事关我院建设

“一流技师学院”的关键举
措，目前学院已经做了大
量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
成绩，但具体实施仍任重
道远。他强调，两级班子
成员对学院品牌建设在思
想上和行动上要保持高度
一致，以清晰的思路、一致
的行动、坚强的意志，打响

“一流技师学院”品牌，亮
出特色、树立形象。

座谈会上，两级领导班子成员围绕学院
“十四五”规划，结合当前学院实际，从人才培
养、师资队伍建设、招生就业宣传、世界技能大
赛、创新创业基地建设、师生服务等方面，就如
何创建学院品牌展开讨论。

会议最后，钱正海院长对学院品牌建设的
下一步工作提出三点要求：一是要认真分析，
多做对外横向对比与对内纵向对比，科学设定
学院子品牌目标；二是要不断优化实施路径，
在制定过程中不断进行实践和探索，创新学院
品牌特色；三是要凝聚合力，将比较优势转化
为绝对优势，把潜在优势转化为现实优势和竞
争优势，多措并举强力推进学院品牌建设。

（办公室 施秀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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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党委召开2020年度党支部书记述职评议大会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落实基层党建

工作责任，学院党委于4月9日下午在行政信息
楼601会议室召开2020年度党支部书记述职评

议大会。会议由党委副书记徐永良主持，学院
党委委员、各党支部书记、支部委员、部分党员
和群众代表参加会议。

会上，学院的 8 个党支部对上一年度党建
工作进行了现场述职，分别从履职工作情况、存
在问题及主要原因、下一步工作思路及主要打
算等方面汇报了党建工作开展情况。

述职结束后，党委副书记徐永良对各党支
部书记的述职情况进行了点评。他指出，一年
来，各党支部书记抓党建履职尽责较好，党建工
作亮点纷呈，支部战斗堡垒作用有效发挥，为学
院的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在政治
理论学习、党建工作责任传导、党建品牌建设和
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的双融双促等方面还需进
一步强化提升。

学院党委书记、院长钱正海对本次述职
会议给予了高度肯定，认为评议会对过去工
作的总结和对未来工作的促进具有重要意
义。他同时围绕支部建设，提出五点要求：一

要加强党支部的基础能力建设。基层能力建
设关系到党的活动的规范性和政治生活的严
肃性，要不断的夯实基础，支部强则部门强则
学校强。二要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党史学习教
育。要按照学院党委的部署把学习教育开展
的有特色有成效，通过学习找差距补短板，实
现我们预定的目标。三要加快推进党建品牌
建设。各支部要树品牌树特色、举旗帜树标
杆，不断的总结和提升我们的品牌。四要以
党建为引领，加快推进学院发展。通过发挥
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
用，来提升学校的整体创新能力和创造能
力。五要切实扛起党支部的主体责任和支部
书记抓党建“第一责任人”职责。进一步提升
新时代党建工作科学化水平，为学院的健康
快速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会议最后，与会人员结合各党支部工作情
况和党支部书记履职情况进行了民主测评。

（办公室 施秀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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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能“数字浙江”，浙江建设技师学院学子
投身阿里巴巴达摩院项目

——学院与浙江一建“企业新型学徒制班”顺利开班
3月12日，浙江建设技师学院

联合浙江省一建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在阿里巴巴达摩院南湖园区项
目部共同举行企业新型学徒制开
班仪式。来自学院16级施工专业
技师班的41名学员投身阿里巴巴
达摩院项目和其他两项重点工程
的建设中，正式开启为期半年到一
年半的实践学习过程。学院党委
书记、院长钱正海，浙江省一建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
理丁民坚，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吴俊等相关领导出席开班仪式。

浙江一建党委副书记、纪委书
记吴俊在致辞中对浙江建设技师
学院在高技能人才培养等方面取
得的突出成绩表示赞赏，并指出，长久以来两
家单位在发展历程中相互协作、相互支持、相
互成长，真正实现了互利共赢的发展理念。
今天双方再次签订合作协议，标志着双方的
合作迈入更深更广的层次。同时，他对徒弟
们提出三点殷切希望：一是希望大家“甩开膀
子”认真学，掌握真正的专业技能。二是希望
大家“扑下身子”踏实干，只有躬身践行才是
成长的唯一路径。三是希望大家时刻做好安
全防护，提高工作中安全操作的自觉性。

学院党委书记、院长钱正海在讲话中回

顾了学院与浙江一建的历史渊源，对浙建集
团与浙江一建多年来的支持表示感谢，并简
要介绍了学院近年来的办学成果。他要求
徒弟们要牢记吴书记的三点期望，珍惜机
会，自律自强，严格遵守企业的规章制度，踏
踏实实地在工作中学习、在学习中工作，借
助高平台快速成长。

师徒双方签订师徒培养协议后，企业导
师代表陈淼表示，师傅们将全方位做好指导
工作，在生活上给予徒弟关心和帮助，在工作
中制定有针对性、可执行且有效的培养计划，

耐心细致地解决徒弟们提出的各
种问题，教学相长，共同进步。学
员代表苏浩做表态发言，大家将
以饱满的热情脚踏实地的投入到
学习工作之中，为日后更好服务
公司打下坚实基础。

“ 一 杯 拜 师 茶 ，一 生 师 徒
情”。活动中，徒弟们一一向企业
导师们敬茶。导师们接受敬茶
后，鼓励学员们要发扬工匠精神，
勤劳刻苦，求真务实。

为做好此次新型学徒制班的
培训工作，学院在结合企业转型
升级对技能人才培训需求的基础
上，从企业、学徒、岗位三个方面
进行培训需求分析，组织校企双

方共同对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
面进行研讨，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新型学徒制
培训实施方案及培训教学计划。

实施企业新型学徒制是国家加强技能人
才队伍建设的创新举措，是支持企业发挥主
体作用、提高培训针对性有效性的培训制度
重大变革。浙江建设技师学院积极响应，充
分依托自身优势，积极探索校企合作新模式，
深化教学改革，创新育人途径，聚焦建筑类高
技能人才队伍建设，赋能社会经济高质量发
展。 （办公室 包子力）

3 月 27 日至 28 日，浙江建设技师学院
2021年首场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正式开考，共
171人参加本次认定，涉及智能楼宇管理员4
级、电工4级、物业管理员4级三个职业。

学院作为省属第一家经备案认可的技工
院校评价机构，自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试
点工作以来，注重规范化实施。考前先后多
次检查考场设施设备及监控等情况，并提前
召开考务人员和考评人员工作会议，布置相

应工作任务及明确相关工作职责；按照职业
技能等级认定的相关工作要求，严格规范考
场秩序和考场纪律。自试点以来，共认定在
校学生1940人，社会人员370人。

3月17日，省人社厅发文公布全省首批
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试点评估合格技工院校名
单，我院榜上有名。

学院将持续推进社会化职业技能等级认
定工作，进一步完善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制度

体系和评价体系，优化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
作规程，加强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专家队伍建
设，创新评价方式，提升评价质量，助推全省
技能人才培养高质量发展。

（继续教育中心 蒋翔）

2021年浙江建设技师学院
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正式开考

附件

4 月 28 日，浙江建设技师学院富阳校区。
正是春光烂漫时，校园里绿树成荫，草木葱茏，
不时有身着红马甲的同学穿梭其中。红马甲们
或拿秩序册、或拎矿泉水，步履匆匆，那洋溢着
青春气息的笑脸、远远的一声问候如春风拂
过。原来，今天是学院一年一度的技能节，广场
上、实训室、教室里……同学们在校园的各个赛
场大显身手，切磋技艺，给大家带来了一场技能
的盛宴。

本届校园技能节，以“技能成才 放飞梦想”
为主题，共组织开展34个竞技项目，包括18个
集体项目，16个个人项目，分为三个篇章：基本
素养竞技篇、核心素养竞技篇和才艺展示篇。
结合全国技能大赛规则，设置竞技环节，制定评
分标准，实现专业核心素养与课程实施的有效

对接，努力做到技术教育和人文素质教育并重
培育。

实训楼 3 号楼的机房一如既往的安静，只
有选手们敲击键盘的声音，这里正在进行的是
Revit建模比赛，每位选手都紧紧盯着电脑，他
们要在短短2个小时的时间内，使用REVIT软
件，完成BIM建模环境设置、参数化族的制作、
建筑模型的创建、场地模型的布置以及建筑效
果的展示。为了适应数字建筑快速发展的需
要，近几年学院相继开设了建筑信息管理、BIM
设计和物联网等专业，于是在每年的技能节比
赛中出现了 Revit 建模和 BIM 软件算量的身
影，这也为十四五期间学院打造数字化建筑专
业群建设奠定了基础。

植物组合盆栽和插花花艺，这两个作品采用

色泽丰富的花卉和绿植，是本次技能节建筑艺术
系作品中最“养眼”、最吸引眼球的。“今年是建党
一百周年，而鲜花和绿植都有非常好的祝福寓
意，所以在技能节筹备之初，这两个项目就定下

‘献礼党的百年华诞’的创作主题，让我们的学生
以技能创作的方式为党的生日送上祝福”，建筑
艺术系主任孔国强介绍到。

与往届的技能节有所不同的是，本届的技
能节比赛上不仅有了许多新面孔，同时特别邀
请了行业、企业大咖，优秀校友入校宣讲，宣讲
的主题既有行业前沿知识也有职业生涯规划，
学院报告厅也成了技能节期间师生们的重要打
卡点。

为期两天的赛程中共计 2175 人次参加各
项目的比赛，各项目均评选出一等奖、二等奖、

三等奖及优胜奖。快
乐的时光总是显得短
暂，很快，学院第十三
届技能节落下帷幕，
圆满成功。

因青春而永葆活
力，因技能而闪耀光
芒。同学们在技能节
的舞台上，切磋技艺、交流技术，提高技能，培养
了团队合作精神，进一步弘扬了“劳动光荣、技
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在学院精神的
指引下，越来越多的同学通过各级各类的技能
竞赛提升了专业水平，一步步走向全国，成长为
新时代的大国工匠。

（办公室 陈秀华）

技能成就人生｜学院成功举办第十三届技能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