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雷泓霈

在去年年底举办的2017中国
海外人才交流大会暨第19届中国
留学人员广州科技交流会上，“技
术蓝领”成为中国向全球吸揽的重
要对象。我国技能人才匮乏，求助
外援，原因有很多，其中，技能人才
经济待遇、社会地位相对还不高，
是一个重要原因。

比如，有些行业缺乏最起码的
劳动保护，再比如，不少企业的薪
酬体系中，技工的薪酬要比管理人
员和技术人员低出两三个档次。

“既让马儿跑，又不让马儿吃草”，
这怎么不是一种两难的尴尬呢？

所以，尽管不少企业对技术精
英非常渴求，现实生活中，不少优
秀学子还是不愿投身技术发展。
调查数据显示：只有 1%的人不介
意当工人，90%以上的家长希望孩
子读大学而非职校。

在此背景下，在1月底召开的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
次会议上强调，要提高技术工人
待遇，要完善技术工人培养、评
价、使用、激励、保障等措施，实现
技高者多得、多劳者多得，增强技

术工人职业荣誉感、自豪感、获得
感，激发技术工人积极性、主动
性、创造性。

“要提高技术工人待遇”成为
国家层面的决策，这是一个积极的
信号，它预示着，有关技工的薪酬
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医疗保障
制度等，将会有一个截然不同于过
去的升级和完善。通过这种制度
托底、国家托底，切实将技工劳保
制度纳入国家劳动保障制度构成，
拓宽技工个人发展渠道，纠正待遇
偏低等现象，为技工和技术发展打
下重要的物质保障。

事实上，已经有不少地方在积
极行动了。比如上周本版报道的
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汽车喷漆项
目冠军——杭州技师学院教师蒋
应成，在杭州市世界技能大赛参赛
总结表彰暨市高技能人才建设推
进会上获得 50 万元免税奖金；上
海市也对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上
海获奖选手作出了表彰奖励：对金
牌选手，各奖励人民币50万元，晋
升高级技师职业资格，直接办理上
海市常住户口落户。

我们对技工和技术人员的重
视，仅仅说是不够的，更要做；仅仅

纸上谈兵是不够的，更要转化为看
得见的发展事实，通过公共政策的
调整、经济待遇的提高，让技工们
感受得到。

希望在“要提高技术工人待
遇”的宏观政策指引下，地方政
府、企业、社会组织等，能想方设
法给予优秀技工在工资收入、医
疗保障、养老保险和住房保障等
方面提供有力支持，让他们“有里
有面”，有更多荣誉感、自豪感、获
得感。让优秀人才能在技术行业
耐得住寂寞，乐于钻研技术，才能
造就更多优秀的大国工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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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杜成敏

日前，浙江省教育考试院公
布了 2018年高职提前招生的省
内高校名单。今年，高职提前招
生高校数量由去年的 39所增至
45所，具体高校名单如下：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浙江交
通职业技术学院，浙江工商职业
技术学院，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
院，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浙
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浙江警官
职业学院，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浙江旅游职业学院，浙江金
融职业学院，浙江经济职业技术
学院，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浙江纺
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杭州职业
技术学院，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宁波职
业技术学院，温州职业技术学
院，台州职业技术学院，嘉兴职
业技术学院，湖州职业技术学
院，衢州职业技术学院，丽水职

业技术学院，台州科技职业学
院，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温
州科技职业学院，浙江同济科技
职业学院，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
术学院，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
院，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浙
江特殊教育职业学院，浙江邮电
职业技术学院，浙江农业商贸职
业学院，浙江安防职业技术学
院，浙江舟山群岛新区旅游与健
康职业学院，浙江育英职业技术
学院，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长征职业技术学院，浙江广
厦建设职业技术学院，绍兴职业
技术学院，杭州万向职业技术学
院，嘉兴南洋职业技术学院，浙
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浙江汽车
职业技术学院。

目前，省内各提前招生高职
院校的招生简章正陆续发布，报
名也将随之启动。考生可登录
相关高校官网、微信公众号查阅
招生简章，或在假期后致电高校
进行咨询。

2 月 1 日，绍兴柯桥区路政
治超执法队伍开展以“冬季大练
兵，春运保畅通”为主题的训练

活动，进一步提高了执法队伍的
整体素质和战斗力。

通讯员钟伟、徐晔 摄

2月6日，拥有国内最大射程的10万立方米
储罐全液面消防灭火系统在浙江舟山危化品应
急救援基地投入运行。该灭火系统由大流量输
水系统、增压模块系统、控制工艺系统、灭火战
斗系统等几大模块系统构成，最大出水量达到
25000 升/分钟，最大射程可达 150 米左右。据

了解，该危化品应急救援基地将对省内外危化
企业开展相关应急救援培训，为大型石化基地
的安全生产提供可靠保障。

图为该消防灭火系统正在舟山 30 万吨级
油码头前沿进行调试试射。

通讯员应红枫 摄

■记者杜成敏 通讯员彭唯

年关将至，年货开始畅销，
特别是特色农产品备受青睐。
近日，温州农民学院、温州市农
业创业联合会举办学员（会员）
优质农产品进社区进校园系列
活动。

本次活动由来自温州市各
个县（市）区的34家学员（会员）
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前
来参展，为广大师生、社区居民
提供水产品、畜禽、林产品、果蔬
等近 150种安全、优质、新鲜的
特色农产品。每个摊位都吸引
了大量老师、市民们品尝、购
买。特别是温州农民学院为农
民“背书”的优质农产品首次进

入社区，受到了社区居民的特别
关注和欢迎，很多农产品很快被
抢购一空。

在销售过程中，温州农民学
院手把手指导学员（会员）探索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营销模式，同
时，帮助学员（会员）建立与师
生、市民互动的纽带，为今后销
售搭建了固定的线上销售平台。

活动结束后，很多师生、市
民继续通过微信联系学员（会
员）订购农产品。

据悉，学员（会员）优质农产
品进校园、进社区活动已成为温
州农民学院帮助学员（会员）展
示、宣传、分享创新创业成果，提
升销售和品牌建设能力的重要
平台。

■通讯员姚敏明 记者杜成敏

寒假已经到来，但浙江工商
职业技术学院一群大学生没有
选择回家，而是活跃在宁波火车
站、汽车南站、栎社国际机场等
各大交通枢纽，用他们的微笑和
行动温暖万千旅客的回家路。

1月31日至2月13日，浙江
工商职院近 200名学生参加了
由宁波团市委、市春运办、市文
明办、市志愿者协会共同举办的

“情满旅途”志愿服务活动。
“每天 8点半到岗，连续不

断地服务 8个小时，前几天特别

冷，同学们脸都冻僵了。”浙江工
商职院“暖春行”志愿服务队队
长朱羽霄说：“围巾、口罩都会遮
住脸，老师说这会让乘客产生距
离感，所以我们都没有戴。”

据了解，浙江工商职院“暖
春行”志愿服务活动已经持续
开展了 10年，总计 2100多名大
学生志愿者投入行动，服务时
间累计 1 万小时以上，为缓解
春运压力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学校“暖春行”志愿服务队也因
此获得了宁波市十佳高校公益
社团，浙江省优秀志愿服务集
体等荣誉。

■记者杜成敏 通讯员周曦

不到 30岁，拥有国家发明专
利两项，各级别比赛大奖拿到手
软，刚毕业就收到多家名企抛来
的橄榄枝……

这是杭州职业技术学院精细
化工专业 2007 届毕业生冯涛的

“开挂”人生。
因为优秀，他被母校破格留

校任教。但这位 1989年出生的青
年教师的“优秀”并没有止步。

没有双休日的大学生活

冯涛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一
排迷你 Hello Kitty，色泽晶莹剔
透，非常精致。

“这些都是肥皂，学生自己做
的，很好玩吧。”冯涛对记者说，

“当初我也是这样被吸引的，加上
自己喜欢化学，就选择了精细化
工专业。”

2007 年，冯涛以高分成绩考
入杭职院。进入专业学习后，冯
涛感受到化学反应如此神奇，哪
怕万分之一的成分改变，也能引
发不同的结果。

“刚开始觉得好玩，但慢慢地

就会思考为什么会这样？会去研
究背后的原理。因为精细化工跟
生活联系紧密，做出来的成果更
明显，所以会更有成就感。”

为了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杭职院从 2008年开始试行“小试
课”，即以小班制的形式，由老师
带着做项目，类似于研究生的“导
师制”。

“小试课”培养了冯涛的动手
能力，让他有机会把想法变成现
实。他经常钻进实验室一泡就
是一天，在老师的指导下，设计
研发了很多项目。至今分院的
学生作品展示处还放着他研发
的一款护手霜。“很成功的一款
产品，可以直接拿到市场上销
售。”冯涛说。

他不仅是一枚“学霸”，从大
一开始，他就担任校学生会主席、
班团支书，还是校广播电视台主
持人、学校第一届艺术团团员。
当同学悠闲地享受大学时光时，
冯涛每天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
就是把当天要做的事列表，然后
一件一件去完成。事情太多的时
候，课程就会落下，他就利用业余
时间自学补课。大学三年，他几

乎没有双休日，作为杭州本地学
生，他一学期才回家一两趟，连母
亲都怪他不着家。

但不着家的冯涛，最终成为
了杭职院首个连续两年获国家奖
学金的学生，并多次拿下了市、
省、国家级技能比赛的大奖。

拒绝行业巨头抛来的橄榄枝

2010 年，在获得浙江省高职
院校分析技能竞赛冠军、浙江省
挑战杯创新创业竞赛特等奖后，
冯涛代表学校参加了全国高职
院校技能分析技能竞赛。他不
负众望，拿下了一等奖的好成
绩。

全国大赛在整个行业有不小
的影响力，回校后，即将毕业的冯
涛很快收到了 6家企业的邀请，包
括传化集团、浙江省化工研究院
等优秀的企业和平台。

冯涛最终选择了浙江省化工
研究院，成为了那里唯一的高职
学生。“同事都是研究生以上学
历，连本科生都很少。”冯涛说。

但很快，他也收到了母校的
邀请，希望他留校担任教师。

“从中学开始，我就有当老师

的梦想，喜欢和学生打交道，加上
对杭职院很有感情，就决定回到
母校。”冯涛说。

曾经的学生变成了老师，他
更加理解学生的心理。教学的时
候，他会用网络流行语、以某个明
星用的护肤品来开场，迅速抓住
学生注意力，再引申到工艺制作
上，由浅入深地展开课程。因此，
他深受学生喜爱，被亲切地称呼
为“涛哥”。“我跟学生的关系好到
他们连恋爱的事情都会找我谈
心。”冯涛说。

“学生的成功才是我最大的成功”

2013 年，冯涛带领杭职院学
生团队以一款“便携式室内空气
质量检测仪”，获得了省环保创意
设计大赛一等奖，这是全省的本
科、高职同台竞技的舞台，面对浙
江大学、浙江工业大学等强手的
情况下，冯涛团队的作品获得了
评委的高度评价，一位企业的评
委对冯涛说：“你这个设备有多少
台，我买多少台！”

“便携式室内空气质量检测
仪”是一款室内空气检测设备，安
装在窗户上后，它可同时检测室

内外的空气质量，用户可以知道
什么时候应该开窗通气，该设备
可连通手机显示，而它的核心技
术在于实现一个检测器完成两个
气路的空气检测。该技术之后成
功申请了国家发明专利。

之后，“便携式室内空气质量
检测仪”连续在省、国家桃战杯中
获特等奖、全国最佳创意奖。冯
涛也荣获了“优秀指导教师”称
号。

冯涛致力于指导学生参加技
能比赛。“选手比赛当时的心态、
赛场的具体细节，都会影响比赛
成绩，这些只有参加过比赛的人
才最清楚，也是我的优势。”有着
丰富比赛经验的冯涛说。

工作 7年，冯涛说自己带过的
参赛队伍都数不清了。而在同校
的老师们的印象中，就是“这个专
业三天两头拿奖，手都拿软了。”

正是指导比赛，让冯涛更加
认识到了教师的意义：“学生参
赛，我比他们还紧张，紧张程度
超过了我自己参赛，因为我是他
们的老师，我知道自己肩上的责
任，他们的成功才是我最大的成
功。”

■通讯员杨坚飞 记者许瑞英

日前，全国竞技空手道教练
员、裁判员培训班在诸暨市职教
中心开班，来自全国各地的 100
多名空手道教练和运动员陆续到
校。身穿白色空手道服、胸前挂
着相机的刘滨同学穿梭在人群
中，承担起多项服务工作，他递茶
倒水兼拍照导引，忙得不亦乐乎。

刘滨是诸暨市职教中心 16级
机械班学生，不久前，他参加 2017
年浙江省青少年空手道锦标赛，获
得了一金二银的好成绩，虽涉此道
未深，但心已恋之。当全国空手道
高手聚集一堂，尤其是中国空手道
晋级官、国际裁判陈新富老师，中国
空手道型金牌教练邝均明老师的到
来，让刘滨同学着实兴奋了好一阵。

作为已注册的国家级协会专
业团体成员，刘滨对空手道项目
已经有一定认识。他坦白说：“开
学选择选修课时，觉得动手总比
动脑省事，就选了空手道，后来在
智杰老师的引导下学出了味道，
也学出了责任感。空手道在中国
还未全面普及，在学校里我们是
最先了解它的人，我觉得很有自
豪感。”

这个“自豪感”的确不假，在学
校组织的元旦文艺汇演中，刘滨和

他的队友们一起表演的空手道，斩
获了一大批粉丝。团队中的屠浙
涛同学在省锦标赛的出色表现，还
接到了省队抛来的橄榄枝。

谈起引进空手道初衷，该校
副校长刘柏炎认为，中职旨在培
养品德优良、人文扎实、技能精
湛、身心健康的技能型人才。学
校在全省率先推行选择性课改，
开设了大量选修课，除了专业延
伸课程外，引进了舞龙、竹编等非
遗项目课程，开设了茶艺、西点、
盆景制作等生活型课程，尝试引
进竞技空手道、户外自行车等竞
技体育课程，“没想到取得了可喜
的成绩和成效”——在 2017年浙
江省青少年空手道锦标赛中，诸
暨市职教中心取得了 6 金 4 银 1
铜绝对优势的好成绩，学校自行
车队在最近的两次省赛中也取得
了不俗成绩。

诸暨职教中心聘请的自行车
教练宣钢辉说：“竞技体育的精神
就是竞技，我希望我的队员们有
一股闯劲，有一股蛮劲，这样的孩
子做什么事情都会成功。”

作为一所新晋的省中职名
校，诸暨市职教中心在办学路上
做了很多探索，刘柏炎说，事实证
明，优质学生培养的途径是可以
多元的，收获也可以是多元的。

冯涛的“开挂”人生：

从职教学生到高校教师

让大国工匠“有里有面”
才能造就更多优秀人才

空手道、舞龙、西点、茶艺……

多元化教学
提升学生核心素养

宁愿自己冷也要给
乘客有温度的服务

浙江工商职院学生坚持10年春运志愿服务

温州农民学院帮农民“搭台”

为优质农产品“背书”

国内最大射程消防系统
在岙山基地投入演练

大练兵 保春运

2018年高职
提前招生

省内高校名单公布

近日，一辆货车在启动时车厢内20多
瓶矿泉水掉落到车流密集的高速公路上，
一度非常危险，幸亏有高速路政执法人员
的及时帮助，避免了损失和事故。

当天下午2点左右，雪后的杭金衢高
速公路一片繁忙，因事故影响，常山境内
排起了“长龙”，车辆走走停停。高速路政
员胡俊和同事正在路上巡查并维持秩
序。“突然发现一瓶瓶塑料瓶装的物体在
路上跳跃翻滚”，路政员胡俊介绍当时的
情形，“快注意，靠边，预警！”这时，车流开
始逐渐移动，边上的车子越开越快，驾驶
员看到翻滚的塑料瓶纷纷避让，尖锐的喇
叭声此起彼伏，提醒前面的货车。

“驾驶员可能发现东西掉下来，把货
车靠边，但是由于驾驶座一侧的车辆已经
在开动，他几次想下来都没成功。”胡俊和

同事们趁机下车，一边指挥交通，引导车
辆让行，一边追赶塑料瓶。有的瓶子滚到
了边坡下，他们不顾滑倒，一步步小心翼
翼爬下去，接力取回。这时驾驶员也从副
驾驶座下车，看到路政员送回的货物，一
脸感激。“太感谢你们了，路上这么多车，
我自己都不敢去捡。”

高速路政员对驾驶员的疏忽进行了
批评教育。据了解，当天，驾驶员开着皖K
牌照的货车运着一车矿泉水去金华，途经
该路段，因为捆扎的绳子松动，车上每瓶
5L装的矿泉水从缝里跑了出来，足足有20
多瓶。高速路政提醒广大货车驾驶员，货
车上路，要有预见性，出车前做好货物紧
固工作，以防抛撒，给高速行车带来安全
隐患。

苏小伟 汪诚

货物落高速 路政伸援手 近日，江山市
公路段举办“感恩
新时代，共筑中国
梦”职工迎新春趣
味运动会。运动会
包含了集体跳绳、
投篮球、踢毽等项
目，比赛现场队员
们齐心协力，相互
配合，展示了公路
人拼搏进取、团结
合作、积极向上的
精神风貌。趣味运
动会不但让员工强
身健体，而且让大
家愉悦放松、增进
了交流。 毛志强

江山公路：迎新春 展活力
杭州木标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增值

税普通发票两份，代码 3300173320，号码：
07233976；代码：3300171320，号码：47168320，
声明作废。

王 全 总 遗 失 保 险 执 业 证 ，证 号
02000233020080002017035955，声明作废。

临安市张天强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遗失临
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司2016年12月15日核发的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33018532829636XC，声明作废。

杭州临安一心工贸有限公司遗失杭州市
临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2015年11月11日核发
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30185580268440Y
的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杭州艾力森市场研究咨询有限公司（账号
661084125410001）不慎遗失银行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3310008589101，开户银行为招商
银行杭州分行，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宁波瑞信气动元
件有限公司经股东决定，本公司
决定注销，同时成立清算小组，并
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注销手续。
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宁波耀之苇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议，本公司
决定注销，同时成立清算小组，并
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注销手续。
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宁波市鄞州麦绮贸
易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议，本公司
决定注销，同时成立清算小组，并
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注销手续。
特此公告

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为企业公告：个体工商户
余姚市嘉丰光学元件厂（注册号330281603050287）
转型升级为企业，转型升级后的企业名称为余姚市
嘉丰光学元件有限公司，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
司。原个体工商户若有经营期间未结清的债权债
务，仍由该个体工商户经营者承担。经营者：张伟永

浙江中捷环洲金属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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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