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杜成敏 通讯员王国海

“你们有没有能够快速检测出
水质指标的办法？”第一次接头，绍兴
市灵芝镇的一位村干部就向郑志荣
询问。

郑志荣是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
术学院环境监测与控制技术专业主
任，3月底，他被浙江省教育工委正
式抽调为省剿灭劣Ⅴ类水督导员。
因为专业的身份，对口支援村的村干
部刚见面就迫不及待地请他“救急”。

眼下，剿灭劣Ⅴ类水工作已全面
开战，绍兴市委、市政府定下目标，要
提前至6月底剿灭全市范围的劣Ⅴ类
水，誓夺“大禹鼎”，而灵芝镇所在的越
城区更是想成为“治水标杆”。

但是，由于各水质检测站工作
负荷过大，水质监测的周期变得更
长。不知道水体各项污染指标，就无

法“对症下药”。时间紧、任务重，村
干部急成了热锅上的蚂蚁。

了解村干部的困难后，郑志荣
马上从学校运来了一批快速检测装
置，这是一套已经经过反复试验并成
功的检测试剂，只需5分钟，就能检
测出水质的各项定量指标，与国家标
准检测出的数据仅有微小误差。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原本需要
一个星期等待检测结果，现在只要5
分钟就搞定，这样的东西，我们就是
拿钱也买不来啊！”村干部激动地说。

据了解，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
术学院共有两位省级督导员、一位市
级督导员。在这次剿灭劣Ⅴ类水的
作战中，三位教职人员奋战在一线，
为治水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

学院院务督查员、省级督导员
丁丰敏，为保证每周报表和每月督导
情况反馈及时上报，经常独自一人深

入各村水质监测点。从宁波到绍兴，
每月不少于7次的督导。为了尽量
不给镇、村干部添麻烦，他都自行解
决差旅费用。

一次，他刚到治水现场就下起
了暴雨，无处可躲的他只能跑进了最
近的村委会，一脸诧异的村支书听完
解释后，感动地说：“丁老师你真的不
必这样，有什么需要尽管告诉我们
……”

学校人文学院党总支书记林
坚，上任宁波市剿灭劣Ⅴ类水督导员
后，负责督导海曙区高桥镇江南村九
里环河。身为教师的他，白天忙于教
学工作，只能利用晚上及双休日的时
间巡河。九里环河全长5.18公里，林
坚却坚持一周不少于两次的督导。
他深入一线，向高桥镇、村干部详细
了解河道两岸、河面、入河口等情况，
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全面掌握了水体
情况。同时，他还建立起督导员与网
格员的联络沟通和信息共享机制，使
剿劣督导工作线上线下互动，形成常
态化工作模式。

在三位督导员的带动下，校内
积极开展五水共治宣传、实践活动。
4月27日，该校大学生剿灭劣Ⅴ类水
8名“河小二”正式上岗，参与巡河及

“清岸”志愿服务活动。5月的社会
实践周，学校组织了5个大学生治水
助理团赴绍兴进行剿灭劣Ⅴ类水社
会实践活动。

“对于学校的教职人员来说，剿
灭劣Ⅴ类水督导员更多的是一项义
务工作。但真正深入到一线时，我们
才亲身体会到改善水环境的重要性，
无论对个人还是社会，我们现在做
的，就是一件造福子孙后代的功德
事。”丁丰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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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 新专业 新岗位

■通讯员林香港 记者杜成敏

在“中国制造 2025”、“互联
网+”时代背景下，高职院校如何
发挥自身优势，服务经济社会发
展，支撑产业转型升级，引领企业

“机器换人”？6月 24日，由温州职
业技术学院等 12家国家示范高职
院校及知名企业，共同发起成立
全国高等职业院校技术应用服务

联盟，旨在搭建产教融合、校企合
作的高职技术应用协同创新服务
平台，建立产教融合协同创新机
制，推动高职院校积极开展应用
技术研发服务和新技术应用的教
育改革创新。联盟共同认为，高
职院校也搞研发，但它不同于本
科院校，它的着力点是解决技术
应用的“最后一公里”问题。

在联盟成立筹备大会上，参与

的 12家高校就服务、引领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等，达成了三点共识，被称
为《温州共识》：

一、引领发展，解决技术应用
“最后一公里”。

充分发挥高职教育在国家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和技术转移体系建设
中应有的作用，大力促进技术成果
转化，进一步提升高职教育的技术
应用服务能力，解决生产一线急需

的一些关键技术难题和技术应用
“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二、紧跟变革，促进新技术应用
和新技术服务。

面对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
主动服务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
和新模式为特征的新经济，积极响
应国家对“新工科”人才培养的倡
导，注重用新技术新业态改造提升
传统产业，促进新动能发展壮大、传

统动能焕发生机。
三、协同创新，打造“产学研创”

综合服务平台。
把创新创业与“产学研”深度融

合，促进研发端向创新创业和人才
培养两端延伸，构建多主体协同互
动的开放高效创新网络，建设“产学
研创”一体化综合平台，解决企业难
题，促进师资队伍建设和学生创新
精神及创业能力培养。

12家国家示范高职院校联手知名企业共同发布《温州共识》，提出发挥高职优势——

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职校阳光青年

■通讯员姚敏明 记者杜成敏

近日，在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
院电子商务学院 2017届的毕业晚
会上，王磊作为优秀毕业生代表上
台发言，这位长相斯文的男生，前
不久刚获得 2016年全国高职学生

“劲牌阳光奖学金”优秀奖和省级
优秀毕业生等荣誉，他的另一个身
份是一家年销售额过百万的网店
店长。

可是谁能想到，3年前他对“电
子商务”还一无所知。

结缘：高中毕业时首次听说网购

提起3年前的高考，王磊记忆犹
新，当时他的分数距本科分数线仅差
了3分，这一度让他倍感沮丧。就在
高中毕业典礼那天，他看到很多同学
互赠礼物留作纪念，礼物品种繁多、
新奇有趣，王磊这才第一次从同学们
的口中听说了“网购”这个词：“对于
来自农村的我来说，此前对电子商务
并不知晓。”

正是基于对未知领域的好奇，
在经过一番搜寻、比对后，他填报

了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的电子
商务专业并被顺利录取，从此与电
商结缘。

启程：在“双十一”实战演练中奠
定梦想

进入浙江工商职院后，王磊对
电商专业的了解和认知不再停留于

“网购”，然而真正点燃他电商梦想的
是入校后的首次“双十一”实战演练。

2014年 11月，在经过前期培训
后，王磊所在的电子商务专业和物
流管理、国际商务等专业的同学共
赴在甬各大知名企业，进行专业实
践训练。

当时，王磊来到位于奉化的富
罗迷童鞋，担任起了“店小二”（售前
客服）的角色，由于同学们的加入，企
业的总体销售成绩扶摇直上，冲到了
类目第一！

“记得我看着大屏幕上的数字
不停闪烁、迅速增长，身边是一群分
工明确、团结一心的同学，耳边是一
阵高过一阵的呐喊，这样的场景让我
不由得激情澎湃！”王磊笑着说，“当
时就想，原来电商可以这么火，我什

么时候也能有这么大的成就！”

蜕变：在生产性实训基地练就
专业核心技能

“双十一”过后，王磊带着一份更
加坚定的信念进入了校内生产性实训
基地——宁波市中小型企业电商服务
外包基地，踏上了一段新的征程。

宁波市中小型企业电商服务外
包基地，是通过为企业代运营电子商
务项目的方式，把企业网店运营管理
的核心岗位技能要求、电商项目运营
的基本流程等专业课程内容融入到
外包项目中，让学生学习和实战操
练。也正是这种产教融合的模式，让
王磊在一个个真实项目中摸爬滚打、
迅速成长。

“除了外出实习，平时没课我们
都要到基地来‘上班’，基地不仅按企
业化的制度来管理，还要定期评定各
学习小组的运营业绩。”王磊说，上课
学过的知识都能在基地得到实践巩
固，实际运营中遇到的问题又能及时
在课堂上获得解决方法，“甚至许多
专业课的课堂就设置在基地里。”

就这样，一年不到的时间内，王

磊的理论知识水平和技能操作能力
得到了质的飞跃。

跨越：从独立运营岗位到实现
创业梦想

大二的第一学期，王磊晋升到
了运营岗位，开始独立为企业运营店
铺，第二学期他同时担任了“森兰克
个人护理中国站”及“曲禅香道”两家
淘宝店铺的店长，到了大三，他开始
经营一家属于自己的网店，其间他还
和团队成员先后参加首届浙江省“互
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省第
五届职业院校“挑战杯”创新创业竞
赛、省第一届“智欣联创”杯大学生跨
境电子商务技能竞赛等各级、各类技
能与创新创业比赛近 20项，并多次
获得省级二等奖以上的好成绩。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成功方
法和取胜妙招，做电商，或者说做每
一件事情都得持之以恒，认准了目标
就要坚持做下去。”

正如王磊所说，除了学校创造
的良好学习条件和创新创业氛围，使
他完成一次次跨越的，就是对专业的
热爱和那一股子韧劲。

在王磊的作息表里，没有双休日
和寒暑假。当同学们周末出去玩耍时，
他留在基地学习；当别人在寝室里打游
戏的时候，他正在写运营市场分析报
告；当室友们入睡时，他还在做思维导
图，总结白天所学的内容，反思遇到的
问题；当期末考后大家纷纷回家过年
时，他还和团队成员制定着各种店铺操
作方案，打算利用寒假实现弯道超车，
使店铺数据得到提升……“我们的竞争
对手不是在校的学生，而是行业中的各
大企业和专业团队。”王磊称。

通过不懈的努力，王磊在校期
间运营的两家店铺月总成交额都在
10万以上，年总成交额达 100万以
上，而他自己的网店“妈咪宝贝毛绒
玩具”，单店月营业额已经达10万元
以上。他说，毕业后继续经营好这家
网店的同时，可能还会结合家乡海宁
的货源优势再新开一家店铺。

“毕业是终点也是起点，今后，不
论走到哪里，从事什么职业，我们都
会带着学弟学妹对我们的信赖，老师
对我们的期待，母校对我们的支持，
做奋发有为的时代青年。”王磊在毕
业生代表演讲中如是说。

电商达人是这样“练”成的

检测时间从一周变成5分钟，剿灭劣Ⅴ类水战斗——

浙纺服院给出“神助攻”

■见习记者邹霏霏

又到一年毕业季, 大批应届毕业生涌入社会,投入到
求职大军之中。近日，记者走访招聘大会和学校发现，
95后毕业生的求职心态更多元化了，在互联网＋时代，
摆在他们面前的就业选择也更多了。有不少学生不再
追求朝九晚五的稳定工作，有些人做起了自由职业者，
有些人则开始自主创业。

95后大学生求职“不着急”

2017年浙江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公益性招聘大会日
前在杭州和平会展中心举行，有916家企业拿出1.8万个
岗位参与现场招聘。记者发现，招聘会现场没出现排长
队、人挤人的“盛况”，人流比以往明显平稳不少。

记者看到，有不少学生往返于多家展位上，多数处
于观望状态，“刚坐下来聊了几家企业，沟通过后还没有
特别中意的岗位。”市场营销专业毕业的叶同学说，我们
班级还有部分同学还没落实工作，不过我们也不着急，
现在社会上机会很多，可以慢慢找。记者随机采访了几
位应届毕业生，发现他们的求职心态都相对平稳，对求
职方向的设定也更宽泛了。

“现在的大学生很有自己的想法，能很快地接受新
事物，学习能力也强。”来自台州的一家科技型企业招聘
人员说，刚接待了几位学生，感觉他们意愿也不是很强，
还处于看看的状态，他也没办法。

“玩”起自由职业

在职业规划方面，选择自由职业者占比越来越多。
“95后毕业生对岗位的定义更广泛了，不再一味地寻求
稳定的工作，不少毕业生更喜欢去小型工作室工作，做
一个自由职业者。”杭州职业技术学院的职业发展与就
业指导中心主任杨乐克告诉记者，95后毕业生很有自己
的想法，不喜欢被束缚，只要能发挥自己才能的地方，他
们都愿意去尝试。

杨乐克表示，目前社会上的大部分自由职业者都有
可独立发挥的专长，比如平面设计师、摄影师、培训师、
咨询师等，他们都有特定的专业能力。

动漫专业毕业的成同学专门接单画动漫人物，“画
动漫人物大概要一周时间，如果画整张宣传画可能需要
三周。”成同学说，自主接单收入还不错，时间也相对自
由。她觉得坐在家中，从网上联系客户这种模式不错，
时间可以自己掌握。

自主创业很“火”

在互联网＋时代，创业变得触手可及，只要一部电
脑、一部相机，就可以开网店。商贸类专业的不少毕业
生在校期间就开网店、做电商，不但能够保障个人的基
本生活，还能够成为大有可为的事业。记者发现，大学
城创业园入驻的创业团队也是满满当当，大多是互联网
创业项目。

喜欢摄影的应届生边梦琦和两位同伴成立了视觉
工作室，专做 720度全景展示。他给记者展示他做的学
校全景图和南山路全景图，在手机上一点，就可以看到
学校的各个角落。目前已经和三家公司建立合作关
系。“报名了创业大赛，希望能找到投资方，做大我们工
作室。”边梦琦自信满满地说。

记者了解到，时装零售专业的创业率高达80%，早在
学校的时候，很多学生就开起了淘宝店，做起了微商。

“喜欢钻研技术的学生去做了工匠，综合能力强的学
生去做了管理，还有一部分学生选择了自由职业和创
业。”杨乐克说，每个学生的特质不一样，他们的选择也不
一定，在这个多元化的社会下，学生求职方向也更多了。

不急，不急，不急

95后毕业生
找工作更多元了

■通讯员姜瑜 记者杜成敏

日前，由温州市教育局、经
信委、科技局联合举办的2017年
温州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对接会
在温州职业技术学院举行，18项
科研成果与企业对接签约，正式
转化为企业的生产应用。其中，
温职院的“鞋类个性化定制技术
及辅助装置”以57万元转让给意
尔康股份有限公司。

参与签约的时尚设计系孙
天赦老师介绍说，该装置是通过
浙江网上技术市场与意尔康公
司对接上的，它包含4项专利：一

种鞋帮部件胶压成型方法、仿生
缓架大底、跟梯旋转式足部测量
装置、楦底翘度功能尺。简单地
说，企业可以用测量装置、功能
尺，采用胶压成型方法，以及缓
震结构，生产出个性化鞋子。

温州市委教育工委专职副
书记白炳兴说：“高校是科技创
新的‘发动机’，是科研成果的

‘摇篮’，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对
接，是推进校企合作、协同创新
的一次有益尝试，希望能为高校
和企业搭建起合作对接平台，为
科研成果转化打通‘最后一公
里’。”

温州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有渠道

师生一项设计就卖出57万元

■通讯员周曦 记者杜成敏

6月 22日晚，来自大洋洲瓦
努阿图的玛格薇·费丝（Manga-
wal Fatith）和来自非洲利比里亚
的金伯·奥古斯丁·瓦尼（Kimber
Augustine Varney），在远离家乡
的中国杭州度过了他俩共同的
生日。一同为他们庆生的除了
杭职院的师生，还有来自马拉
维、肯尼亚等 17个国家的近 70
位伙伴，大家用英语、法语、西班
牙语、柬埔寨语和中文唱起了生
日歌，热闹不已。

他们都是 2017发展中国家
职业技术教育教师研修班的成
员。2017发展中国家职业教育
教师研修班是商务部下设的援
外培训班项目之一，由杭州职业
技术学院和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共同完成。

在杭州研修期间，杭职院除
了为学员们邀请省内外多名知名
专家前来授课、组织多场专题讲
座和职业课程外，还安排他们前
往世界知名企业达利集团、浙江
西子航空工业有限公司等企业进
行实地参观考察。毛里求斯研修
班学员Nitesh Naojee深有感触地
说：“这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
杭州如何开展职业教育的过程给
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研修期间恰逢两位学员生
日，杭职院食品营养与检测专业
的支明玉老师带着几名学生，贴
心地为他们制作了两只8寸的戚
风蛋糕。

“这些蛋糕是我们学生亲手
烘焙和裱花的，使用了动物奶油
和新鲜水果。”支明玉说，“希望
用我们学生的专业技术，向他们
传递中国人民的情谊。”

用职业教育传递国际情谊
发展中国家职业教育研修班在杭职院开班

近日，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翠履·同路人”实
践队寻访了最美绍剧人、浙江绍剧艺术研究院表演
传承部副主任杨炯，听她讲述自己在戏曲领域的奋
斗故事，现场感受她对戏曲传承的责任和匠心。图
为学生与自己的偶像杨炯（右）合影。 何国焕 摄

丁丰敏丁丰敏（（右一右一）、）、郑志荣郑志荣（（右二右二））在陶堰镇泾口村用在陶堰镇泾口村用““新武器新武器””测试测试
河水氨氮指标值河水氨氮指标值。。

江利勇遗失由安吉县工商行政管理局2012年7月3日核
发的注册号330523607023185的营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长兴唐老鸭母婴用品有限公司遗失由长兴县工商行政
管理局2015年5月13日核发的注册号330522000138598的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税 务 登 记 证 副 本 ，税 号 浙 联 税 字
330522327897200号，声明作废。

长兴雉城叁玖捌棋牌室遗失由长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5年5月6日核发的注册号330522670210952的营业执照
正、副本，声明作废。

龙泉市凤阳湖家禽养殖专业合作社遗失龙泉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2009年7月8日核发的注册号为331181NA000193X
《农民专业合作社营业执照》副本，现公告作废。

安吉孝丰华源生物质燃料经营部遗失由安吉县工商行政
管理局2014年6月16日核发的注册号330523604077174的
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吴兴新尹副食店遗失由湖州市吴兴区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4年1月8日核发的注册号330503660110708的营业执照
副本；食品流通许可证副本，证号SP3305031350057500，声
明作废。

吴兴彩奇生面店遗失由湖州市吴兴区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3年7月16日核发的注册号330503660103437的营业执
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海盐县武原溢锋房产信息咨询服务部遗失由海盐县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2016 年 5 月 25 日 核 发 的 注 册 号
330424610118502的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海盐县洁王博世日化商行遗失由海盐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0年5月26日核发的注册号330424610039541的营业执
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嘉兴市秀洲区高照街道驿心美容店遗失由嘉兴市秀洲区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2016 年 6 月 30 日 核 发 的 注 册 号
330411670025611的营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海盐县秦山镇华之城装饰材料厂遗失由海盐县市场监督
管理局2013年7月15日核发的注册号330424000073134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浙联税字
330424L26618688；组 织 机 构 代 码 证 正 、副 本 ，代 码
L2661868-8，声明作废。

遗失 2013年2月22日由仙居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
仙 居 县 菊 芬 食 品 经 营 部 营 业 执 照 正、副 本 ，注 册 号
331024620040800，声明作废。

玉环萍洪餐饮店遗失由玉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16年5
月19日核发的注册号331021620171540的营业执照正、副
本，声明作废。

遗失 2014年5月8日由仙居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
仙居县岭南水果专业合作社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331024NA001884X，声明作废。

遗失2011年12月06日由金东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
金华市通江物流仓储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330703000029246，声明作废。

遗失2015年03月19日由金东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
字号名称***营业执照正本、副本，注册号330703630011585，

声明作废。
金华市金豪火腿有限公司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代码：

68312872-3，声明作废。
遗失 2014年 05月 30日由金东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

金 华 市 小 宝 服 饰 配 件 厂 营 业 执 照 正 本 、副 本 ，注 册 号
330703000064317，声明作废。

遗失2017年02月10日由金东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善
悉（上海）商务咨询有限公司金华分公司营业执照正本、副本，注
册号330703000108036，声明作废。

富阳市金浦石料有限公司遗失开户许可证，许可证号：
J3310005714004，开户银行为中国建设银行富阳支行营业部，账
号：33001617235053004367，声明作废。

临安麦乐奶茶店，注册号：330185600236775不慎遗失由临
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11年12月20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各一份，声明作废。

杭州我家汽车代驾服务有限公司遗失杭州市下城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2014年03月17日核发的注册号330103000132139营
业执照正、副本；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和组织机构代码证正、
副本；遗失企业公章、财务章、法人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本公司（浙江康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注册号
330100000027268）不慎遗失由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07年
12月29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杭州富阳悦森文化创意有限公司遗失杭州市富阳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2015年05月26日核发的注册号为330183000178554
的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杭州天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遗失
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编号：浙网文
【2015】0401-121号，声明遗失。

遗失个体户李青龙税务登记证副
本，税号 34122419780602931650，声
明作废。

个体工商户唐明娟遗失由杭州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拱墅分局2012年8月17日
核发的注册号为330105600182086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税务登记证正本，税
号：浙税联字：3301251957021340221J
号，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