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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校阳光青年

打造浙江金蓝领

■通讯员谢良宏、路漫 记者杜成敏

“高级维修电工，月工资4500～5500元”、“电焊
工，要求有焊工证，月工资5000～7000元”……

笔者近日从宁波江北区的两场大型招
聘会上发现，用工企业提供的众多岗位中，
大多集中在制造、服务等行业，多数岗位对
技能水平提出较高要求，具有一定技能的人
才待遇一路“看涨”。这是宁波市江北区在
打造高技能人才成长摇篮过程中最让人乐
见的一幕。

“江北智造”亟须高技能人才支撑

近年来，宁波市江北区以提升高技能人才
队伍建设为导向，以“政策激励、创建引领、竞赛
提质、教育拓道、服务创优”这“五大引擎”，助推
经济转型升级，为“江北智造”提供强有力的人
才支撑。

目前，江北已基本建立了面向社会，提供技
能培训、技能鉴定以及技能竞赛、技术交流服务
的高水平公共实训基地。基地仅今年以来培养
高技能人才就有3113人，同比增长14.3%，高技
能人才培养数占技能人才培养数的 40.4%。“江
北智造”亟须高技能人才的支撑，高技能人才的
收入因此也水涨船高。截至目前，江北全区有
高技能人才1.26万人。

江北区人社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以
来，江北持续大力推进技能人才企业自主评价，
将企业技术工人技能等级培训考核认定全部交
由企业自主实施，一步下放到底。在技术工人
技能等级考核认定上，将培训工作全部交由第
三方专业培训机构组织实施，由财政专项资金
直接补贴培训机构，大大减少企业在人力资源
培训上的经费支出。

技能大师带头，培养具有绝技绝活的人才

江北高度重视技能大师工作室的建设，积
极挖掘全区各行各业懂得研发和攻关的高技能
人才，推行技能大师带徒制度，培养一批具有绝
技绝活的高技能人才。

江北区对区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给予3万～
5万元经费补助，对技能大师所带徒弟获得中
级工以上职业资格证书的，在原有培训补助的
基础上再按等级给予 400～1000元不等的师带
徒补贴，进一步激发技能大师带徒传艺的积极
性，拓展职工技能提升的渠道。

目前，江北已成功创建浙江省级技能大师
工作室 2家、宁波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 6家、江
北区技能大师工作室8家。

“校企合作”培养高技能人才

为大力培育具有工匠精神的人才，江北区
还依托技师学院的教育平台，开展“校企合作”，
培养人才。

一方面，根据学校专业设置和学生实习需
求，不断拓展校企实习基地。另一方面，实施

“订单培养”，试点“现代学徒制”，校企联手定向
培养“学徒”。此外，创造性地开设了“双元制”
大专段专业技能学历教育，为企业培养“双元
制”青年高技能人才。

据介绍，下阶段，江北区还将根据不同群体
的特点，开展多种形式的职业培训，如，输送辖
区优秀高技能人才到浙江省、宁波市参加“金蓝
领”高技能人才国（境）外培训等，打造更多更高
层次的高技能人才。

宁波市江北区打造

高技能人才成长摇篮

技能人才
待遇一路看涨

■记者杜成敏 通讯员周琦、周曦

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
新大赛各项赛事近日相继开赛。
本次大赛共设有 5 个赛项，分别
为：创客大赛、中国智能制造挑战
赛、智能制造与 3D 打印技术大
赛、机电技能大赛、国际焊接大
赛。比赛在广西、青岛、上海、杭
州、昆明等地陆续展开。至截稿
时，我省温州技师学院、杭州职业
技术学院、浙江省机电技师学院、
杭州市技师学院、浙江交通技师

学院代表队均已在比赛中收获奖
牌，为“浙江工匠”争了光。

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
新大赛是在外交部、教育部、工业
和信息化部指导下，由金砖国家工
商理事会主办的国际性技能大赛，
是中国作为2017年金砖国家轮值
主席国的重要活动之一。大赛的
目标旨在促进金砖国家技能发展
和技术交流工作，落实金砖五国共
同签署的有关人才发展合作备忘
录的相关精神，搭建“一带一路”暨
金砖国家职业技能发展、工程能力

培养和智能技术创新的人才国际
合作平台，同时，也通过以赛代培
为金砖国家高技能人才提供高层
次的直观学习交流机会。

8月20日，金砖国家技能发展
与技术创新大赛机电技能赛项在
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拉开战
幕。来自全国 55个职业院校，74
支参赛代表队，288名选手在“复杂
部件数控多轴联动加工技术”和

“自动化生产线安装与调试”两个
赛项中各展绝活。我省温州技师
学院代表队在“自动化生产线安装

与调试”项目比赛中荣获二等奖。
8月24日，金砖国家技能发展

与技术创新大赛 3D打印与智能
制造技能赛项在杭州职业技术学
院正式开幕。来自国内外80家院
校代表队和南非、俄罗斯等国际
代表队的 270名选手，围绕“智能
制造生产线运营与维护”、“3D打
印造型技术”两个赛项展开角
逐。最终，杭州职业技术学院获
得了“智能制造生产线运营与维
护”一等奖、“3D打印造型技术”三
等奖的优秀成绩。

8月26日，金砖国家技能发展
与技术创新大赛零部件测绘与
CAD成图技术赛项在青岛市黄岛
区职业技术中心学校举行。来自
全国94所职业院校、130支参赛队
伍，就零件测量、徒手绘制零件草
图、使用CAD软件精准绘图和实
体建模、三维装配的综合能力进
行比拼。经过两天的激烈比赛，
浙江省机电技师学院、杭州市技
师学院均取得一个二等奖、一个
三等奖的好成绩，浙江交通技师
学院取得一个三等奖。

“金砖”赛场,浙江学子一展风采
温州技师学院、杭州职业技术学院、浙江省机电技师学院、杭州市

技师学院、浙江交通技师学院代表队均已收获奖牌

■记者王艳

为进一步提升养老服务从业人员
的综合素质和职业技能水平，打造爱
心护理和“浙江工匠”的服务品牌，8
月 24日～25日，由省民政厅、省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及省总工会联合主
办的浙江省第六届养老护理员技能竞
赛在绍兴职业技术学院举行。

据省老年服务业协会秘书长詹
传东介绍，省养老护理员技能竞赛是
全省养老护理员护理技能的一次大
比拼，通过层层选拔，本次竞赛共有
12支代表队总计 48名选手参加，选
手以 80后、90后居多，平均年龄只有
34岁。年纪最小的是来自衢州的查

林池，出生于 1998年，因为喜欢和老
人打交道，学校护理专业毕业后直接
到养老院做了养老护理员。

今年的全省养老护理员技能竞
赛为了和国家级竞赛接轨，除了常
规的理论知识考试、实际操作考试
外，加入职业才能展示，三项内容
分别占总成绩的 25%、65%和 10%。
其中实际操作考试依然以真人模拟
需要护理的老人，护理照料场景贴
近实际，也更灵活；职业才能展示
则要求演示本职业领域内的新技
术、新方法、新工具、新举措等具有
创新特色的技能表演。

随着社会老龄化的加速，一些失
能失智老人需要的不仅仅是生活照

料，更需要康复护理和心理慰藉。当
老人出现不良情绪时，养老护理员要
能察言观色，主动沟通，给予劝解和
安慰。因此，今年的实际操作考试中
还增加了心理护理、闲暇娱乐等，其
中心理慰藉占了很重要的比分。

另外，本次竞赛评委除了各领域
的专家，还让12支代表队的领队参与
进来，希望通过现场直观感受，相互
取长补短，进一步提高护理技能。

经过两天的紧张比赛，绍兴市、杭
州市、宁波市代表队分别获得团体奖
第一、二、三名；凭借过硬的专业技能
和良好的心理素质，来自绍兴市社会
福利中心的车之烨、郑静、任智艳及
来自杭州市萧山区社会福利中心的
孙红美，分别获得个人综合成绩前四
名，她们四人还将代表浙江省参加全
国护理员大赛。

车之烨以前在医院里做过5年护
士，3年前转行做养老护理员。她告
诉记者，做养老护理员有护理类的医
学背景更好，可以事半功倍。除了必
备的护理技能外，最需要的是爱心、细
心和耐心。

据悉，本次竞赛冠军如符合省五
一劳动奖章评选等相关条件，大赛组
委会将向省总工会申报浙江省五一劳
动奖章荣誉称号。决赛中获得个人总
分前三名的选手，由省人力社保厅、省
总工会分别授予“浙江省技术能手”、

“浙江金蓝领”称号，并给予适当的物
质奖励。部分优秀选手还将被省民政
厅授予“浙江省养老护理技术能手”称
号，获得省人力社保厅核发相应等级
的养老护理员国家职业资格证书。

全省养老护理员技能竞赛在绍兴举行

比技能,还比爱心

■记者许瑞英 通讯员钟伟、沈潇

这些天，天蒙蒙亮，绍兴柯
桥区平水镇种粮大户祝建宁的
稻田上，一架无人机就已经在上
空盘旋，机身下喷洒出的农药在
田间弥漫开来。不一会儿，几十
亩农田就喷洒完毕。

这架无人机的背后，是一
支名叫“新桥绿色飞防服务
队”。眼下正是单季稻防治虫
害的关键时期，服务队在各个
镇街为种粮大户进行无人机洒
药服务。队长祝译栋说，由于
无人机洒药省时省力，因此受
到种粮大户的欢迎，这段时间
订单爆满。

今年刚成立的“新桥绿色飞
防服务队”有6名队员，其中祝译
栋和邵愉威是本地人，另有 4名
外地人。他们各司其职，分别负
责配比农药、测量田块和操控无
人机。由于种粮大户大都年龄
偏大，不少人即使买得起无人机
也不会操作，服务队的成立刚好
弥补了这一缺口。

今年 26 岁的祝译栋，2014
年毕业于台州学院机械设计制
造及自动化专业。祝译栋说，
自己一直都比较喜欢机械化的
专业，上大学时，每年暑假都会
回家在爸爸的农机合作社里捣
鼓农机，也帮着爸爸分担一些
活。现在投身这个行业，既契
合自己的兴趣，也与专业颇为
对口。

祝译栋告诉记者，无人机操
作的难度不大，但队员们凌晨 4
时30分就到田里工作了，避开太
阳最猛的时间段，避免喷洒的农
药挥发，影响效果。一台无人机
一天能为 200～300 亩地喷洒农
药，是人工作业的好几倍，而且
药物喷洒均匀，效果更好。目
前，服务队收费为每亩 40元，而
人工洒药光是药水就要每亩 40
元，由于服务队尚在推广打品牌
阶段，所以价格便宜。

别看祝译栋年纪不大，考虑
的问题倒是非常多。他认为，农
业机械化是现代农业未来的发
展趋势，可大大减少人力投入，
让种田变得更轻松，职校生完全
可以在这行业大展身手。

但是成立不久的“新桥绿色
飞防服务队”也面临着不少问
题，比如每年水稻打药集中在
5～9月份，忙的时候恨不得一个
人变成两个人用，闲的时候似乎
又没事情做，探索拓展淡季业务
迫在眉睫。

接下来，祝译栋说，他们将
瞄准茶叶、水果等一些经济作
物，这样不仅可以提高飞控的工
作时间，也可以提高飞机的利用
率，增加效益。

自从投身农业，祝译栋深刻
体会到现代农业机械化急需有
文化的年轻人加入，他说要用自
己的实际行动呼吁越来越多的
年轻人加入到现代化大农业的
队伍中来。

农业机械化急需年轻人加入

职校毕业生祝译栋
毅然投身现代大农业

日前，70余位学生及家长走
进绍兴市柯桥区人防办，近距离了
解人防办职责，学习防毒口罩制
作、伤口包扎等防护知识。学生们
纷纷表示，通过参观学习，加深了

对人民防空的认识，掌握了许多防
空防灾知识，回到学校后要和同学
一起分享。图为人防办工作人员
正在进行手摇警报器演示。

通讯员柯工、赵炜 摄

学习人防知识

日前，舟山市交通运输局联合市道路运输管理
局、市职业技术学校和市汽车维修行业协会，联合举
办“汽车故障诊断与排除”和“汽车空调故障修复”技
能大赛。来自全市从事汽修行业的近60名选手分别
进行了理论与实操比赛。

经过两天的角逐，来自普陀区六横队的陈荣杰和
新城队的陈仁贤分别获得了“汽车故障诊断与排除”
和“汽车空调故障修复”第一名。据了解，获得本次大
赛个人总分前三名的选手将被授予舟山市技术能手
荣誉称号，第一名将被选拔进入省级大赛。

图为选手们正在检查和排除汽车故障。
通讯员刘生国摄

舟山举行汽车维修工技能大赛

8 月 28 日~29 日，全国最大石油转运基地——
中化兴中石油转运（舟山）有限公司组织员工开
展 2017 年度职业技能考核工作,内容包括油罐容
积表使用及油量计算、罐内液高（实尺及空尺）测
量、储罐进出油操作、油品工艺流程、码头设备操
作及溢油检测报警系统操作等近 30 项实际工作
技能。

图为员工正在 10 万吨级码头接受操作绞缆机
设备的考核。 通讯员应红枫 摄

员工技能大考核

竞赛现场。 詹传东 摄

祝译栋正在放飞无人机。

杭州义牛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吸收合并
杭州恩牛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公告

经本出资人决定：杭州义牛网络技术有
限公司与杭州恩牛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合并。合并前杭州义牛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的
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合并前杭州恩牛互联
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为2000万
元。本次合并的形式为吸收合并，杭州义牛
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存续，杭州恩牛互联网金
融服务有限公司注销。合并后，杭州义牛网
络技术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为7000万元。
杭州义牛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和杭州恩牛互联
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的债权债务由合并后的
杭州义牛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承继。请债权人
自接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
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
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
的担保，逾期不提出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
求。特此公告。

杭州义牛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杭州义牛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吸收合并
杭州恩牛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公告

经本出资人决定：杭州义牛网络技术有
限公司与杭州恩牛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合并。合并前杭州义牛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的
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合并前杭州恩牛互联
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为2000万
元。本次合并的形式为吸收合并，杭州义牛
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存续，杭州恩牛互联网金
融服务有限公司注销。合并后，杭州义牛网
络技术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为7000万元。
杭州义牛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和杭州恩牛互联
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的债权债务由合并后的
杭州义牛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承继。请债权人
自接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
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
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
的担保，逾期不提出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
求。特此公告。

杭州恩牛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临安云燕内衣店，注册号：330185600414187不
慎遗失由临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16年3月30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杭州九洲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上沙路店不慎遗失
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备案编号：浙杭食药监
械经营备20163947号，声明作废。

杭州九洲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延安南路店不慎遗
失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备案编号：浙杭食药
监械经营备20161516号，声明作废。

浙江明华轻纺原料博览城管理有限公司不慎遗失
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代码：75724585-1，声明作废。

遗失2011年11月2日由金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核发的金华市美琪商贸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副本，注册
号：330701000054290，声明作废。

金华市金东区嗨你好餐厅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
正、副本，证号：JY23307030130083，声明作废。

本公司（杭州鸿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注册号为
3301002060371）不慎遗失由杭州市高新区（滨江）市
场监督管理局2004年10月8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
副本，声明作废。

杭州广赛电力科技有限公司减资公告
经本公司股东会决定:本公司认缴注册资本从壹亿陆仟

万元减至壹亿叁仟万元。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面通知
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
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逾期
不提出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特此公告。

杭州广赛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2017年9月1日

更正公告
台州汉斯卡量刃具有限公司在《浙江工人日报》2017年

6月23日刊登的清算公告内容有误，“于2017年03月17日
经董事会决议解散公司”应更正为“于2017年03月15日经
董事会决议解散公司”，特此公告。

杭州中泰深冷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减资公告
经本公司股东会（出资人）决定：本公司认缴注册资本从

24919万元减至24917.2万元。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面
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
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
保，逾期不提出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杭州中泰深冷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城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销清算公告

杭州城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销清算公告：本公司股东（出资
人）已决定解散本公司，请债权人
自接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书之日起
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
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公司清算
组申报债权登记，逾期不申报的视
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金华市美琪商贸有限公司
注销清算公告

金华市美琪商贸有限公司（注
册号：330701000054290）注销清算
公告：本公司股东（出资人）已决定解
散本公司，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
面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
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
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登记，逾期不
申报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近日，中国中小企业协会
普惠金融促进工作委员会（普
促会）成立大会在北京·国家会
议中心举行。这是我国首家全
国性普惠金融促进组织。江山
农商行作为全国四家农信行
（社）普惠金融代表应邀出席。

江山农商行徐庆国董事长

等一行出席了大会及普惠金融
高峰论坛，聆听了与会领导的重
要讲话、专家学者的演讲及圆桌
对话，进一步提高了对普惠金融
的认识和担当，搭建了全国性普
惠金融联系纽带、交流平台和合
作桥梁，有利于更好地提升普惠
金融服务水平。 王令威

江山农商行践行普惠金融竖标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