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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林香港 记者杜成敏

日前，教育部公布“工业机器
人技术”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获批“工业机
器人技术”专业，成为浙江省率
先开办“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
的高职院校之一。据悉，该专业

目前全国人才缺口 20万，并且以
每年 20%~30%的速度持续递增。

在企业转型升级的背景下，
不仅需要工业机器人现场编程、
机器人自动化线维护等方面的
人才，还需要大量从事工业机器
人安装调试和售后服务等工作
的专门人才。温职院秉承“区域

有什么支柱产业，就设置什么专
业；区域有什么企业难题，就建
立什么服务平台；区域有什么新
技术需求，就培养什么新技术应
用创新创业人才”的办学理念，
积极申报新专业建设，为温州地
区的产业转型升级提供高技能
人才支持。

据该专业所在系电气电子工
程系主任苏绍兴介绍：该专业致
力于培养有志从事中国智能制造
和高端自动化装备的人才，专业
将于 2018年开始招生，初步计划
招生 45名，优先满足温州地区企
业人才需求。

据悉，该院“工业机器人技

术”专业培养的人才主要对接电
气、先进装备制造和机器人产
业，培养能从事工业机器人集成
应用开发和工业机器人自动化生
产线应用的高端技术技能型人
才，为地方经济转型升级尤其是
机器换人自动化生产的实施提供
人才与技术支持。

■记者许瑞英 通讯员谢良宏

日前，宁波职业技术学院与北
京精雕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合
作协议，将按“现代学徒制”人才培
养的要求，共同培养 50名模具专
业的高技能人才。这是宁职院在
今年高职提前招生中首次联合企
业，面向本省中职学校，招收现代
学徒制新生，学生若被录取，将同

时成为企业准员工。
按照协议，课程标准及人才培

养方案，由校企双方共同设计，学生
的最终考核标准，必须符合学校与
企业制定的考核标准。实习阶段，
企业将根据每名学生的实际情况，
给他们分配不同的顶岗实习岗位。
学生完成三年学业成绩合格的，毕
业时，就可与企业签订用工合同。

北京精雕科技集团是一家集

科研、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
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
业。据了解，宁职院将与北京精
雕集团一起，在宁职院阳明学院
成立联合工厂，由北京精雕集团
出资提供数控设备，派遣公司专
业技术人员进行联合教学，加强
学生实际操作能力。

宁职院两年前成为全国 100
家“现代学徒制”试点院校，在

2016级学生中已尝试着按“现代
学徒制”要求培养人才，但是，由
于受到高考招生政策的制约，还
无法做到“招生即是招工”的“双
身份”培养要求。

宁职院副院长郑卫东在接受
采访时说，今年录取的新生将完
全按“现代学徒制”要求培养。与
传统的招生方式不同，“现代学徒
制”最核心的要求是双主体育人

机制、学生双重身份、双导师制，
学校的老师和企业选定的师傅，
将负责学生的整个教学过程；学
生一入学即拥有企业准员工身
份，毕业时通过考核就可直接录
用为企业正式员工。

2018年，宁职院共有 12个专
业参加高职提前招生，计划招生
345人，其中普高计划招生 125名，
单独考试计划招生220名。

■记者杜成敏 通讯员崔雨

日前，教育部公布 2018 年高
等职业教育专业设置备案和审批
结果，批准包括武汉大学在内的全
国 10所高校新设口腔医学专业。
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作为我省
唯一的高校获批新设口腔医学专
业，2018年开始每年招生50人。

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获批
口腔医学专业，填补了我省乃至长
三角地区口腔医学专业专科人才
培养的空白。同时，口腔医学专业
也是今年宁波市高职院校唯一新
设专业。

根据国家卫计委《2016 年中
国卫生统计年鉴》统计：浙江省口
腔执业医师（含助理）数 10972人，

与全省人口的比例为 1∶5095。而
台湾地区、美洲、欧洲的口腔医师
与人口比分别是 1∶3500、1∶2892、
1∶2948。

目前，我省共有 10所高校开
设口腔医学专业，均为本科院校，
现有的口腔医学教育不能完全满
足社会对不同层次口腔医学人才
的需求。据预测，到 2020年，我国

对口腔医师的需求至少 45万，尤
其广大农村需求量最大。民办口
腔医疗机构增多，也为专科层次口
腔医学人才提供一个广阔的前景。

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口腔
医学方向已有 35年办学经验，是
浙江省特色专业以及中央财政部
支持的专业；校内实训基地——
口腔医学技术实训中心，被立项

为“十三五”高等职业教育示范性
实训基地建设项目，还拥有 20余
家长期稳定的省内外口腔专业实
践教学基地；同时拥有附属口腔
医院——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附属口腔医院，学校还与宁波口
腔医院等建立了紧密型合作关
系，奠定了口腔医学专业坚实的
办学基础。

■通讯员钟伟、姚海英

这些天，绝大部分学生还在惬
意地过着寒假生活。但对于绍兴
柯桥区职业教育中心建筑专业学
生杨继元来说，这又是一个紧张而
充实的竞赛集训期，因为他已经成
为学校“电梯维保”项目竞赛小组
的一员。

三年前，杨继元从绍兴杨汛桥
镇中学提前进入到柯桥区职业教育
中心建筑专业就读。在一般人眼
里，职校的春招生是无望考上高中
的那批学生，但内心的倔强与坚毅，
却让杨继元不甘于被世人“看轻”。

2015年9月，凭着刻苦耐劳、不
甘人后的一股子拼劲儿，杨继元打
败众多竞争对手，成功入选校“建筑
设备与安装”竞赛小组，开始了人生
路上的一个极具逆袭性的竞赛集训
生活。

自从进入竞赛小组后，杨继元
除周六回家补充必要的生活用品
外，其余时间均在集训场上度过。
竞赛集训的项目比较枯燥与乏味，
然而他乐于钻研技术，实实在在践
行着工匠精神。

稍有空闲，杨继元就会和同伴
们一次又一次地试验攻螺纹的方
法，哪怕仅仅只能提升1秒的进度，
他们也乐此不疲地反复试验。同
一个动作，同一个项目，一遍又一
遍，成百上千次地做了又做，改了
又改，这其中不乏失败与挫折，但
无法挫败杨继元在竞赛路上的勇气
和信心。

夏天，为避免受伤，杨继元只能
穿着厚厚的工作服，工程安全的标
准是达到了，可炎炎夏日，高温难挨
的苦楚又有谁能体会；冬天，寒风凛
冽，应集训的需求，也只能穿一套工

作服，训练时的淋漓大汗在训练间
歇时就成了刺骨的冰冷。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两年时
间的艰辛付出，2017年，在全国中
职院校职业技能大赛上，杨继元和
他的队友们发挥稳定，在数百支队
伍中脱颖而出，取得了全国一等奖
第二名的好成绩。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

苦寒来。”一名职校春招生转眼站
在了全国大赛金奖的领奖台上，
如此的人生大逆袭是很多人始料
未及的。

杨继元并未心满意足就此停
步，回到学校后，他又报名参加了
2018年“电梯维保”项目的竞赛小
组，马不停蹄地投入到又一个竞赛
项目的集训生活。

■通讯员杨朝峰 记者杜成敏

日前，2018 年湖州市旅游行
业人才素质提升和“六个一百”旅
游领军人才培训启动仪式在湖州
职业技术学院举行。

本次培训班重在培养一批创
新型、科技型、复合型旅游青年干
部，以加快适应新时代旅游发展对
人才的需求，为湖州旅游业提供源
源不断的新鲜血液。

据悉，湖州职业技术学院与市

政府共建的湖州国际旅游学院自
2016年 12月 12日挂牌以来，充分
发挥资源和平台优势，全力做好做
实旅游行业人才培养和人员培训
各项工作，年培训 2000 人次以
上。2018年，学院将通过多种渠
道、采用多种形式，进一步加大旅
游企业总经理、乡村旅游业主、金
牌导游、优秀营销员、服务明星、旅
游专业人才的培养，为湖州休闲旅
游产业提供人才支撑，全面促进湖
州旅游高质量发展。

规定明确，实习岗位应符合专业培养目标要求，与
学生所学专业对口或相近。

“与学生所学专业对口”，是指学生实习岗位与教育
部颁布的职业学校专业目录中专业对应的职业（工种）
相符。

“与学生所学专业相近”，是指学生实习岗位与教育部
颁布的职业学校专业目录中专业所属的专业类对应的职
业类别相符。

这就是说，跟学生所学专业不对口或不相近的岗
位，企业和学校都不得安排学生跟岗或顶岗实习。

学生经本人申请，职业学校同意，可以自行选择顶
岗实习单位。对自行选择顶岗实习单位的学生，学生
所在职业学校也要安排实习指导教师跟踪了解实习情
况。而认识实习、跟岗实习由职业学校安排，学生不得
自行选择，以确保教学目标有效落实。

（未完待续）

“我们舞蹈队的学生训练都很
刻苦，每次比赛均能获奖，但我们
平时训练却没有像样的练功服
……”来自苍南钱库括山学校的钟
老师在“微心愿”卡上写下这样的
一段话。

自去年 12 月份以来，温州职
业技术学院面向苍南和瓯海留守

儿童、单亲家庭子女征集了包括学
习文具、体育用品、课外读物等在
内的 107 个微心愿。通过网上公
布、集中认领、走访动员等形式，广
大师生和社会人士踊跃认领微心
愿，争做圆梦天使。

通讯员林香港
记者杜成敏 摄影报道

温职院开设“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

解决未来工业机器人应用人才荒

宁职院首次尝试“现代学徒制”提前招生

被录取的新生即成为企业准员工

宁卫院新设口腔医学专业

填补口腔医学专科人才培养空白

学生顶岗实习
权益如何保障？

（上）

绍兴柯桥职教中心杨继元：

书写人生大逆袭

温职院师生点亮
留守儿童“微心愿”

■记者雷虹

随着现代学徒制成为我国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重
要手段，校企合作、企教融合后，职业院校学生到企业实
习变得必要且必不可少。但是，近年来，实习管理失之
以宽、失之以松的现象时有发生。年前，媒体接连曝光
某些企业将目光瞄准学生群体，以招用实习生的名义获
取廉价劳动力，学生进企业充当“学生工”，进行高强度、
低收入、技术含量低的劳动，使学生权益受到损害。

针对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日前，教育部一方面对
2016年4月实施的《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进行了
专门“释义”，另一方面，又紧急下发了《关于职业院校学
生实习自查自纠工作的紧急通知》，以进一步完善顶层
设计，让职校生实习更加规范，保障各方权益。

对于职校学生必不可少的实习，企业、学校、学生和
学生家长都有哪些权利和义务呢？我们一起来深入了
解和解读。

实习是职校生学习的核心部分

现代学徒制是我国为实现“中国制造 2025”战略
目标而选择的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重要手段，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的实习成为培养人才的必要环节。教
育部在《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释义（以下简称

“释义”）中明确指出，职业学校学生实习是教育教学
的基本环节和核心部分，强化实习的教学功能，是培
养和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提高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的内在要求。

职校生实习，包括认识实习、跟岗实习和顶岗实习
等形式。

认识实习是指学生由职业学校组织到实习单位参
观、观摩和体验，形成对实习单位和相关岗位的初步认
识的活动。

跟岗实习是指不具有独立操作能力、不能完全适应
实习岗位要求的学生，由职业学校组织到实习单位的相
应岗位，在专业人员指导下部分参与实际辅助工作的活
动。

顶岗实习是指初步具备实践岗位独立工作能力
的学生，到相应实习岗位，相对独立参与实际工作的
活动。

“释义”强调，职校学生实习，与课堂教学等其他环
节和部分有机衔接、相互促进，具有同等重要地位。职
业学校不可随意组织实习，亦不可随意取消或不安排实
习。实习计划必须严格按照专业培养目标要求和人才
培养方案进行系统设计、统筹安排、整体推进。

跟岗实习、顶岗实习情况需报备
《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明

确，教育行政部门负责统筹指导职业学校学生实习工
作，职业学校主管部门负责职业学校实习的监督管
理。职业学校应将学生跟岗实习、顶岗实习情况报主
管部门备案。

“释义”中明确，在确定实习单位前，职业学校须对
该单位进行实地考察评估并形成书面报告，内容包括：
单位资质、诚信状况、管理水平、实习岗位性质和内容、
工作时间、工作环境、生活环境以及健康保障、安全防
护等八个方面。只有同时满足合法经营、管理规范、实
习设备完备、符合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要求的单位方可
确定为实习单位。学生自行选择顶岗实习的单位也应
承诺满足以上要求。

实习开始前，职业学校应当根据专业人才培养方
案，与实习单位共同制订实习计划，明确实习目标、实
习任务、必要的实习准备、考核标准等，并开展培训，使
学生了解各实习阶段的学习目标、任务和考核标准。

同时，职业学校和实习单位应当分别选派经验丰
富、业务素质好、责任心强、安全防范意识高的实习指
导教师和专门人员全程指导、共同管理学生实习。

实习必须对口或相近

湖州大力开展
旅游行业人才培养

杨继元在全国中职院校技能大赛上获金奖。

技术 新岗位 新专业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

桐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公告

桐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当事人桐乡市龙威
鞋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顾连惠；地址：桐乡市
龙翔街道工业园区)、桐乡市恒韵服饰有限公司(法
定代表人：马莉；地址：桐乡市龙翔街道工业园
区)、桐乡市钱盛纺织厂(法定代表人：钱长田；地
址：桐乡市龙翔街道龙翔工业区)等3家企业开业
后无正当理由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情形，
依法分别作出桐市监处字〔2018〕24号、桐市监处
字〔2018〕25号、桐市监处字〔2018〕26号《行政处
罚决定书》,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吊销营业执照的行
政处罚。

因无法直接送达和邮寄送达，根据《浙江省市
场监督管理部门行政处罚程序规定（试行）》的规
定，现予以公告送达。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

当事人如不服处罚决定，可在处罚决定书送
达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桐乡市人民政府或嘉
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
个月内依法向桐乡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本人陈相不慎遗失中央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
算票据壹份，发票号码1510260861，开具时间2017年
10月13日，发票内容为公寓使用费，发票金额人民币
3013元，现声明作废。近日，龙游农商银行领导班子前往溪口镇

红罗村、灵下村，开展“迎新春 送温暖”扶贫慰
问活动。

走访慰问中，每到一户贫困家庭，该行领导
不仅为贫困家庭送去慰问金、被子、食用油、大
米等慰问品，还热情地与他们拉家常、问冷暖，
详细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以及生活中存在的困
难，向贫困户细致讲解农商行推出的各项帮扶
政策，鼓励他们树立生活的信心，保持乐观心
态，勇敢面对逆境。

通过慰问，让贫困家庭感受到了节日的温
馨和来自农商行的关爱，用实际行动拉近了农
商行和老百姓的距离。该行将切实承担好社会
责任，积极帮扶龙游县域内困难群众，想办法，
送政策，全身心为困难群众服务，有效提升龙游
农商行的社会形象与社会地位。 杨梦怡

龙游农商行：迎新春 送温暖
2月9日上午，常山县公路管理

局和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工作人
员一行15人，在公路局长王曙祥和
农信社监事长曾菊芳的带领下，来
到了该局 84 岁高龄的退休老党员
陈素华家中，给她送去了春节的问
候和“福”字、对联、窗花及慰问品。
两个部门的党员干部分工合作，在
老人家中贴对联、擦玻璃、打扫卫
生，干干净净迎新年。

据了解，此次联合开展的“孝老
爱亲”、送“福”送温暖活动从9日开
始，到节前结束。接下来还会继续
走访慰问家住农村的困难职工和遗
属，为他们实实在在地送上“福”音
和温暖。

徐莹 汪诚

常山：携手送“福”送温暖
高普杰遗失宁波剑光明海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开具的购车发

票，代码：133021622506，号码：02176464，金额：107800元，声明作废。
王振银遗失 2014 年 6 月 18 日 核 发 的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

330217600040158声明作废。
浙江杭钢旭石能源有限公司遗失空白的通用机打发票 22 份，

代 码 ：133011110149，作 废 发 票 起 号 ：00546804，作 废 发 票 止 号 ：
00546825，声明作废。

坐落于绍兴市越城区花园新村北区15幢501室房屋所有权证遗
失，产权人：楼晖,编号：绍市国用2015第10837号,声明作废。

杭州交投智慧交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8MA27YMB88X，遗失由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滨江）市
场监督管理局2016年9月21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本公司（杭州市西湖区四汇建材商行，注册号330106600376168）不
慎遗失由杭州市西湖区工商行政管理局2015年1月20号核发的营业执照
正副本；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33072419730220142001；遗失组织
机构代码证正副本；遗失公章一枚，编号3301060098439，声明作废。

戴拥春不慎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核发的一级建造师注册证
书，证件号：浙133070812518，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台 州 新 都 置 业 有 限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31082668329287W）经全体股东会决议，将本公司注册资本由 2000
万人民币减至 500万人民币。债权人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45日内，有
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特此公告！
联系人：蒋人略
联系电话18957697525
地址：临海市双林路与临海大道西南角

台州新都置业有限公司
2018年2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