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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姚敏明 记者杜成敏

近日，在浙江工商职业技术
学院慈溪校区的智能电子实训
基地里，宁波市电工（高压电）职
业技能大赛正在举办，53位电工
高手在一排排磨床电气故障排
除实训台前一决高下。

这是继今年6月份宁波市高
低压电器装配工职业技能大赛
之后，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联
合宁波市电工电气行业协会再
次承办的职工电气技能大赛。

为什么高职院校要深度参
与企业职工技能培训和比赛？
浙江工商职院校长姚奇富说：

“这是高职教育实现办学宗旨和
社会服务职能的重要途径，通过
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可以
进一步促进高职院校自身发展
和提高学校社会影响力。”

基于这样的理念，浙江工商
职院充分发挥校内电气自动化
技术等专业师资和实验实训设
施等优质资源，在宁波高新区、
鄞州区、慈溪市等制造业发达的
县市区开展了智能制造、工业互
联网等领域的培训，努力提升企
业员工的技术，全面对接“中国
制造 2025”，助力推动中小企业
的产业升级、技术创新和结构调
整。

■通讯员王国海 文/摄

一年一度的大学运动会，传统的田赛径赛
的激烈争夺自然是少不了，但更吸引师生眼球
的，却是开幕式上大开脑洞的创意入场式。10
月 31日，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第十四届
运动会开幕式就频出亮点，各个代表队使出“十
八般武艺”，带来别开生面的精彩创意，令师生
直呼：太吸睛！原来运动会开幕式可以这样玩！

“卡路里我的天敌，燃烧吧我的卡路里
……”开幕式上，神曲《卡路里》响彻体育场时，
该校信息媒体学院 59名同学跟着音乐旋律，排
成整齐的方阵队列，有序而欢快地跳着啦啦操，
并时不时变换着队形，做出各种令人惊叹的高
难度动作。这种契合当代流行元素的表演，得
到了在场师生的欢呼点赞，纷纷拿起相机、手
机，争先恐后地拍照，运动会瞬间变成摄影大
赛。

时装学院代表方阵凭借自身专业特色，16

名身材高挑的女学生，身着自己设计制作的时
装，把田径跑道变成了T台，款步而行。这场独
特的“走秀”，既表现了学校时尚文化之美，又展
现了学有所长，让不少同学惊叹：“这个出场方
式很文艺，有种时尚文化与青春风采相结合的
美。”

机电与轨道交通学院代表方阵的表演则更
有创意，地面两台机器人开道，空中一架无人机
助阵，把运动会口号横幅高悬于上空，50名运动
员则集体表演军体拳，动作整齐，气势震撼……

赛事主管林宗德表示，此次运动会比的不
仅是体力、毅力，还有创新力。富有创意的开幕
式体现了学校固本创新、兼容并包的精神气质。

据了解，该校此次为期3天的运动会的主题
也别有意味：“运动，让生活充满阳光的味道”。
师生同台竞技，13支教工代表队、9支学生代表
队共 1500余名运动员将参加百米跑、跳高、跳
远、铅球、迎面接力等 42个项目比赛。当天，该
校的阳光体育冬季长跑同时启动。

■记者杜成敏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日前印发《关于全面推
行企业新型学徒制的意见》指
出，面向各类企业全面推行企
业新型学徒制。

《意见》明确企业新型学徒制
要按照政府引导、企业为主、院校
参与的原则，全面推行以“招工即
招生、入企即入校、企校双师联合
培养”为主要内容的企业新型学
徒制，进一步发挥企业主体作
用。通过企校合作、工学交替方

式，组织企业技能岗位新招用和
转岗等人员参加企业新型学徒培
训，促进企业技能人才培养，壮大
发展产业工人队伍。

《意见》提出，学徒培训以与企
业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的技能
岗位新招用和转岗等人员为培养
对象。企业也可结合生产实际自
主确定培养对象，采取“企校双制、
工学一体”的培养模式，即由企业
与技工学校等职业院校、职业培训
机构、企业培训中心等教育培训机
构采取企校双师带徒、工学交替培
养等模式共同培养学徒。

学徒培养目标以符合企业岗
位需求的中、高级技术工人为主，
培养期限为 1至 2年，特殊情况可
延长到 3年。培养内容主要包括
专业知识、操作技能、安全生产规
范和职业素养，特别是工匠精神
的培育。

《意见》明确，要以企业为主
导确定具体培养任务，由企业与
培训机构分别承担。在企业主要
通过企业导师带徒方式，在培训
机构主要采取工学一体化教学培
训方式，积极应用“互联网+”、职
业培训包等培训模式。学徒培训

期满，可参加职业技能鉴定或结
业（毕业）考核，合格者取得相应
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专项职业能力证书、培训合格
证书、毕业证书。鼓励支持有条
件的企业自主对学徒进行技能评
价。

学徒在学习培训期间，企业
应当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支付
工资，且工资不得低于企业所在
地最低工资标准。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对开展学
徒培训的企业按规定给予职业培
训补贴，补贴资金从就业补助资

金列支。补贴标准由各省、区、市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会同省级
财政部门确定，学徒每人每年的
补贴标准原则上不低于 4000元，
并根据经济发展、培训成本、物价
指数等情况逐步提高。对参加学
徒培训的就业困难人员和毕业年
度高校毕业生，按规定落实社保
补贴政策。

根据《意见》要求，从今年起
到 2020年底，力争培训 50万以上
企业新型学徒。2021年起，继续
加大工作力度，力争年培训学徒
50万人左右。

■记者羊荣江
通讯员杨萤萍、杨兆桥

“母乳喂养共有四种姿势，
现在向大家讲解的是摇篮抱
法。”近日，在四川省仪陇县就业
局的培训教室中，浙江磐安妇幼
保健院儿童保健科科长蔡项青
抱着婴儿模型，向学员传授母乳
喂养的相关知识。

为扎实提高仪陇县贫困家庭
妇女、下岗失业妇女的技能水平
和脱贫能力，磐安县人力社保局
组织磐安妇幼保健、母婴护理、药
膳制作的专家远赴四川开展7天
的理论培训，课程内容除常规的
母婴护理知识外，还有药膳月子餐
制作、中医保健等磐安特色课程。

“药乡月嫂”培训班是磐安

县赴四川开展“造血式”技能扶
贫的活动之一，共有42名妇女参
加，学员中除了普通农村妇女，
还有4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员。培
训结束后，磐安县人力社保局将
组织当地月嫂龙头企业开展月
嫂就业推介会，通过开展技能考
评和面试，筛选出有意愿、有能
力来浙江从事月嫂工作的学员，
将其安排到浙江省二甲以上医
院实操实习 3天，上岗培训 7天，
实习合格者推介到医院月子服
务中心工作或浙江省内知名月
嫂公司工作，助其脱贫致富。

据了解，“药乡月嫂”培训是
磐安县以“中医药保健+母婴护
理”为特色的乡土人才项目。目
前，已有300余名“药乡月嫂”在上
海、温州、杭州、香港等地就业。

■通讯员傅晓盈、周琦
记者杜成敏

近日，在义乌大陈镇政府大
楼七楼会议室里，来自该镇多家
生产经营单位的 80余名安管员
集聚一堂，交流学习，气氛热烈。

原来，这里正在开展“送教下
乡”活动暨大陈镇生产经营企业
安管员培训工作，由省机电技师
学院继续教育学院院长方洋洲带
队，将培训课程直接送到了当地。

据悉，大陈镇生产经营企业

多属劳动密集型企业，生产经营
人员安全意识参差不齐。如何
有效强化安全意识、担当意识，
最大程度地消除生产安全隐患，
确保生产经营实现良性、可持续
发展，成为该镇众多生产企业当
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据介绍，接下来学院将进一
步加强与生产企业及安监部门
的联系，实地走访调研生产经营
企业密集的区域，因地制宜，把
安全知识与技能“送”到企业门
口、“送”到职工心里。

10月25日至27日，“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技能邀请赛在宁波
第二技师学院正式开赛。本次
比赛分为智能制造邀请赛和青
年厨师技能挑战赛两个赛项。
来自浙江、湖北、内蒙古等地中
职学校的中国代表队，以及来自
也门、伊朗等国家的外国代表
队，共计 31 个国家和地区的 169
名选手同台竞技，呈现了一场开
放融合的职业教育技能交流盛
宴。

诸暨技师学院受邀参加智
能制造大赛，由韩瑜钳焊大师工
作室和黄均生维修电工大师工
作室选派的周泳波、吕银波、林
玮杰、杜叶东4名学生，两两组队
参加了机电一体化设备组装与
调试、机器人技术与应用项目的
比赛，最后以中国组第一名，国
际组第三名的成绩荣获本次比
赛的团体二等奖，为国家和学校
赢得了里程碑式的荣誉。

詹玉丹、陈震宇摄影报道

■通讯员应红枫

日前，浙江舟山兴海建设公
司陈志强、张杰、陈波等人发明的
《大型储罐油污水切换装置》和
《微波周界与视频监控联动系统》
分别获得国家实用技术专利，这
两项科技创新，解决了困扰石化
企业多年的安全难题。

舟山兴海建设公司业务涉及
大型石化企业大型油罐的检维

修，而大型油罐的油污水排水接
收装置技术一直是个难题。其
中，中化兴中舟山岙山库区在役
的中央排水接收装置经多年运营
使用，库区地基发生不均匀沉降，
储罐中央排水出水口与排水接收
装置也发生不规则位移。同时，
排水接收装置长期在海洋性气候
环境下露天使用，内部含油污水
长期侵蚀，腐蚀严重。并且，排水
接收装置管线通过地下管网与油

污池相连接，内部可燃气体浓度
高，存在较大安全隐患。舟山兴
海建设公司针对中化兴中舟山岙
山库区在役排水接收装置中发现
的诸多问题，去年，专门组成由一
线员工陈志强等人组成的项目课
题小组，刻苦攻关，有针对性地设
计出了一个全新的油污水排水接
收装置，并通过专家验收。

新油污水排水接收装置分为
盖体和主体两部分，其中盖体部

分增设了防水沿、导流口、把手等
部件，主体部分增设了引流口、闭
合面板、定位销、紫铜包边条等部
件。通过这些设计部件的有效应
用，实现了仅凭水平旋转装置盖
体至指定角度，即可完成中央排
水口油污水与清洁水之间的排放
切换，并且，防水沿、导流口的设
计，能有效控制水花，并引流至指
定方向。

另一项微波周界与视频监控

联动系统专利，其技术元素主要
包括微波对射探测器等。该微波
对射探测器可以与现场报警装
置、硬盘录像机、视频监控设备等
相连接，形成完整的周界视频监
控联动系统。该实用新型专利为
石化企业提供了一种响应速度
快、能实时追踪到发出警报现场
画面的微波周界与视频监控的安
全联动系统，极大提升了石化企
业的安全生产等级。

企业新型学徒制全面推行
培训补贴不低于4000元

“黑科技”让每个包裹有“数字身份证”
菜鸟物流与圆通速递联

合启用了超级机器人分拨中
心。2000 平方米场地内，350
台机器人昼夜工作，每天可分
拣超过 50万个包裹，机器人 3
天的行驶里程足以绕地球一

圈。这只是“黑科技”照进快
递业的普通一幕。随着菜鸟
物流为每个包裹普及了“数字
身份证”，快递业的机器人越
来越多，自动化技术已全面普
及。

“生物墨水”打印人体“零件”从形似到神似
近日，浙江大学机械工程

学院教授贺永带领的课题组
发明了一种新型生物 3D打印
方法，该方法能够操控细胞形

成特定结构的微球或微纤维，
进而长成具有生物活性的微
组织。相关论文先后刊登在
SMALL杂志上。

纯国产地下施工利器双轮铣研制成功
首台纯国产的地下施工装

备双轮铣，在南昌地铁4号线安
丰站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地下连
续墙施工，各项性能得到检验，

打破了发达国家在这一领域的
垄断。这是我国大型基础设施
施工装备从引进消化吸收到自
主创新的又一范例。

脑中的想法在未来可变成通行密码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

研究人员通过实验发现只需
要三个位置合适的传感器，就
能得到清晰安全的通行密

码。戴上这种智能头套设备，
就可以用大脑密码随意通过
门禁或登入电脑。未来，脑中
的想法或可变成通行密码。

日本研发出汽车可听从人类眼神和动作
日本名古屋大学及德岛

大学、爱信精机等的研究团
队近日宣布，开发出乘车者
可通过语音、视线及动作来
控制的自动驾驶汽车。当
乘车者说“停在那里”时，该

汽车则会停在乘车者视线
所在的地方。当车载系统
询问目的地时，还能理解乘
车者点头或摇头的动作。
此类自动驾驶汽车属世界
首创。

立足岗位 刻苦攻关

舟山兴海一线员工斩获两项专利

3D器官芯片可实时监测细胞活动
英国剑桥大学网站近日

发布公告称，该校研究人员开
发出一种三维（3D）器官芯片，
可实时监测细胞活动，有望用
于开发新疗法，同时减少研究

中实验动物的使用数量。而
且，新设备还可以修改，成为
多种类型的器官芯片，如肝脏
芯片、心脏芯片等，最终得到

“身体芯片”。

用尿液制造生物砖让建筑物越老越坚固
南非开普敦大学研究团

队利用人类尿液混合沙子制
成一种生物砖，可使建筑物越
久越坚固。据报道，这种生物
砖（bio-brick）是由混合沙子与

可生成尿素酶的细菌制成，其
中的尿素酶可分解尿液中的
尿素，同时生成碳酸钙。沙子
与尿素酶的混合砖可比拟石
灰岩砖。

千里送培训
技能助脱贫

磐安“药乡月嫂”培训远赴四川仪陇

省机电技师学院“送教下乡”

高职院校搭舞台
企业职工争能手

浙江工商职院为行业发展“造血”

中外选手同台竞技
共筑青春技师梦想

齐跳神曲《卡路里》
机器人助阵军体拳

大学运动会开幕式可以这样吸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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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CF18GJ000285
项目名称：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润浙投资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100%股权
项目概况：中经信投资有限公司公开转让其持有的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润浙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
标的企业注册资本：6000万人民币
标的企业经营范围：投资管理、实业投资、资产管理、
项目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标的对应评估价值：人民币13,422.77万元
挂牌期限：自2018年11月1日至2018年11月28
日止
挂牌价格：人民币8590.58万元
交易保证金：人民币2500万元
联系人：苏先生 联系电话：010-57896538；
联系人：程先生 联系电话：010-57896517；
项目详情请登录：www.cfae.cn(北金所网站)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润浙投资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转让公告

金华市六鸿塑料制品有限公司遗失公章、财
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注销清算公告 金 华 市 德 顿 电 子 商 务
有 限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330703MA29QWQ5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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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绍兴柯桥永禾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股东于 2018年 10月 26日决定解散公司，并
于同日成立公司清算组。请公司债权人自
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
报 债 权 。 联 系 人 ：蔡 国 盛 电 话 ：
0575-88064122 地址：绍兴市柯桥区安昌
镇东昌村2幢304号 邮编：312000
注销公告：绍兴柯桥中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股东于 2018年 10月 26日决定解散公司，并
于同日成立公司清算组。请公司债权人自
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
报 债 权 。 联 系 人 ：程 习 允 电 话 ：
0575-88064122 地址：绍兴市柯桥区滨海
工业区东二路1012号 邮编：312000
丽水市宏途农产品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
声明作废。
舟山市恒浩建筑材料有限公司遗失组织机
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32350915—1,声明
作废。
舟山市恒浩建筑材料有限公司遗失国、
地 税 税 务 登 记 证 正 、副 本 ，纳 税 号 ：
330901323509151，声明作废。
台州鑫利来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海洋广场分
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331000MA28GG9F9J，声明作废。
余姚市文翔教育咨询有限公司遗失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余姚城南支行银行开
户许可证，核准号：J3324007090401 账号：
33101995239050506848，声明作废。
宁波市海曙品泽电子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
照 正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302030792197925，声明作废。
江苏福寿之家健康管理咨询连锁有限公司宁
波分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330203MA293AX29J，声明作废。

丽水市朝远贸易有限公司遗失法人章（胡雪
林），声明作废。
温岭市得鑫电缆厂不慎遗失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大溪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3454005168301 账号：19927601040021599，
编号：331005139381，声明作废。
宁波达昌顺泰贸易有限公司遗失营业
执 照 正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302030582530787，声明作废。
杭州乐购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遗失公章、财
务专用章、法人（蒋宏雁）人名章，声明作废。
余姚市润发模具塑料厂遗失2017年11月14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2330281MA2AFKU58K，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宁波高新区睿涌网络科技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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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北仑欣盛设备厂经股东决
定，本企业决定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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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泽洋水产贸易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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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浙江麦田时光影视文化传媒有限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30800MA28FNUU9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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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 刚 联 系 电 话 ：
18967000801，地址：衢州市柯城区花园街道
衢化路1030号210室
注销公告：宁波格威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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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鄞州区玛甄町电子商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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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鄞州区楠玖电子商务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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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