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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6 日 ，舟 山 港 中
化 兴 中 岙 山 石 油 基 地 利
用周末副班时间，对一线
员工进行消防安全、应急
救援、隐患查找等安全技

能培训，实现各岗位员工
安全培训常态化，切实保
障 企 业 安 全 生 产 。 图 为
应急救援培训现场。

通讯员应红枫摄

本报讯 见习记者李凡 通
讯员沈铭铭、代景民报道 3月
12日，在富阳学院后山的“冷
水塘”茶园上，一场别开生面
的新劳动教育活动正如火如
荼举行。

富阳学院把今年的活动
主题定为“树技能、品茶味、育
匠人”。简单的茶园开种仪式
过后，富阳区教育局领导和富
阳学院校领导携全校师生共
同参与到茶苗栽植劳动中，接
受来自劳动教育的感召。他
们在茶园种下了龙井43号、浙
农 21号等 8个品种的 12000株
茶苗，不仅为相关专业种下希

望之苗，同时也为今后学院打
造茶研训基地奠定坚实的基
础。

“手工制茶技艺”“茶艺展
示”等环节也紧随其后进行，
身穿深蓝色围裙、手戴白色手
套的正是富阳学院园林专业
的学生们，他们在 200℃的铁
锅里靠纯手工翻炒茶叶，并接
受着来自浙江省“金茶王”陶
宇军的现场指导。在这场基
于园林专业的学习和实践中，
学生们不仅实现了理论知识
的迁移和创新，还磨砺了自身
的专业技能，更对工匠精神有
了更深刻的体会。

3月8日，舟山市普陀区
六横镇妇联联合六横镇成人
文化技术学校专门举办东海
渔嫂插花、配花技能培训班，
邀请有着多年开鲜花店经验
的老师给女学员传授插花、

配花技术。老师对插花、配
花技术传授得面面俱到，学
员们学得认真、仔细。

图为六横东海渔嫂正
在学习插花、配花技术。
通讯员刘生国 、孙玲玲 摄

通讯员王怡群报道 共派出百
余人次专业教师赴企授课，年培训
职工约 13000人次，发放结业证书
约13000本；通过系统培训，不仅企
业生产线产品良品率得到不同程
度提高，企业员工稳定率与生产效
率也得到显著提升……在金华市
近几年开展的职工职业技能提升
行动中，金华市技师学院上交的答
卷可圈可点。

免费培训 政府补贴
校企携手乘上政策东风

2020年 1月，金华市制定印发
了《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
将按照失业保险基金结余的 20%
筹集 7.44亿元专项资金用于提升
行动。规定培训方式包括职业资
格培训、项目制培训、企业新型学
徒制培训和各类创业培训，规定职
业培训补贴原则上每人每年可享
受不超过 3次，项目制培训以培训
合格证书、特种作业操作证书或者
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书等为主要
补贴依据。

金华市技师学院院长周金
认为，技工院校与企业的关系如

同“鱼”和“水”，不可分割。金华
市技师学院建校 40余年来，与 200
多家企业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
系，现有校内外实训基地 138个，
形成了顶岗实习、工学交替、订单
培养、共建实训基地、现代学徒
制、员工培训、生产技术攻关、三
位一体、双创平台等 9大校企合作
模式。金华市政府发布《职业技
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后，金华市
技师学院立即主动作为，给企业
讲解政策内容，了解企业培训需
求，主动接洽合作。

去年 4月，金华市技师学院携
手金华市电机实业有限公司，首开
政校合作项目制培训班。紧接着6
月份，又携手市体育彩票管理中
心，开办市体彩中心项目制培训
班，这是全省首家“体彩+高校”订
单式培训模式，也是金华体彩与高
校合作的一次探索与尝试。金华
国贸景澜大饭店职业技能提升培
训合作开班仪式在多方见证下顺
利开班……

主动作为，乘势而上。金华市
技师学院为企业开展项目制培训
的大门就此打开。

雄厚师资 稳企赋能
专业教师文韬武略样样出彩

金华市公布的第一批项目制培
训项目清单包含了营销技能、家政服
务技能等共117个工种。面对百余
个工种项目和企业的不同需求，作
为第三方，金华市技师学院有这样
的服务能力吗？如何配备专业师资，
如何变化培训方式真正为企业赋能？

“我院是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
训基地、国家示范职业技能鉴定
所，很多企业是冲着我们这个招牌
来的。我们校内 300多位老师，一
专多能的双师型教师比例占一半
以上，这意味着他们能胜任的绝不
止一门专业。”周金院长对参与
企业项目制培训工作信心满满。

机电工程系电气教师盛宏兵
去年赴浙江春光橡塑有限公司、浙
江荣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浙江普
莱得电器有限公司等企业为职工
进行电子电工技能培训，培训10期
学员逾千人次，内容包括安全教育
与原件组装流程规范。在“普莱
得”培训过程中，他主动参与公司
自动化流水线调试，帮助公司完成

生产工艺的提升与改良，公司领导
与员工自此无不对金华市技师学
院的教师刮目相看。

经济贸易系旅游专业礼仪卓
薇老师，具备高级礼仪讲师、中国
舞蹈教师形象管理讲师、高级优雅
仪态讲师、中级茶艺师，会计等专
业资格证书，曾获得金华市教育系
统教师风采大赛金奖。去年，卓薇
老师将礼仪课堂带进了金华市国
贸大酒店、世贸大酒店、和美金磐
大饭店、永康公安局等。除了商务
礼仪，她在课堂中经常会讲解全国
各地各民族的传统礼仪，带动气
氛，深受企业学员的喜爱。

金华市技师学院与浙江宏昌
电器有限公司合作的项目制培训，
采用“以工代训”的模式进行。“以
工代训”开始前，金华市技师学院
的老师们利用三天时间对“宏昌”
的工艺和技能参数进行了摸底。
培训时，12条生产线的 120名生产
人员在自己的岗位上，边进行生产
边接受教师培训。

“老师在培训过程中着重讲授
品控意识和操作标准，一期培训下
来，员工的生产效率、品质意识都有

明显提升，公司产能也提升了15%。”
“宏昌”人力资源相关负责人蓝绍军
说，以前新进员工，一般会由车间主
任和班组长进行基础的上岗培训，
后续从上手到熟练需要自己摸索。
现在员工进来以后，由技校老师进
行10~15天岗位培训，有利于后续人
员稳定，也降低了企业生产成本。

金华市技师学院在“以工代
训”培训中，采取参数摸底、诊疗式
培训的模式，使项目制培训与企业
生产实际更为贴合，从而不断激发
了企业的培训需求。浙江荣胜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与金华市技师学
院签订了本年度校企合作培训协
议，计划联合开展 3期 900人次的
培训。校企合作提升职工职业技
能形成了良性循环。

前不久，金华市人社局公布金
华市第二批项目制培训项目清单，
共 23类工种在列。“今年是职业技
能提升行动计划的最后一年，也是
职业技能提升行动质量年，我们会
一如既往，用技工院校的专业优
势，为职工赋能，为企业转型升级
赋能。”说起今年的项目制培训，周
金院长这样说道。

通讯员高洋摄影报道 3月
13日一早，在宁波卫生职业技术
学院健康服务与管理学院党总
支的精心策划下，13 名党员教
师、学生身着青色小马夹，组成

“小青橙”阳明号健康专列志愿
服务队，登上宁波—余姚“阳明
号”城际列车，以播放视频、展示
PPT、现场演讲等形式宣讲党史，
访谈乘客对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来的变化感受，并为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签下祝
福；发挥专业特长，为乘客开展
量血压、康复评估、健康管理、营
养宣教、听力检测等健康知识宣
教和专业志愿服务。

这个学校的健康服务与管
理学院党总支书记於国波表
示，师生登上阳明号城际列车
宣讲党史，结合专业特点开展
志愿服务活动，是学校以实际
行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学生宣讲党史、参与志愿
服务的过程也是践行知行合一
的过程，在活动中帮助学生树
立正确的党史观，坚定学生的
理想信念，让红色基因、革命薪
火代代相传。

据悉，从本周开始，“小青
橙”志愿服务队每个周末都将到
阳明号城际列车上开展志愿服
务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姚敏明报道
日前，中华工程教育学会（IEET）
认证委员会官方发文 2021年全球
技术教育专业认证结果，浙江工
商职业技术学院模具设计与制
造、应用电子技术专业正式通过

“悉尼协议”（Sydney Accord，缩写
为TAC-AD）认证。

“这标志学校国际化专业建设
及技术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取得重
大突破。”浙江工商职院副校长徐
盈群教授介绍，近年来，在经济全
球化背景下，职业教育国际化成为
我国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
求，也是职业院校发展的努力方
向，而专业认证，是高职院校从专
业层面走出去，实现人才培养标准
与国际接轨的较为直接的方式。
浙江工商职院是浙江省最早参与
专业国际认证的高职院校。

“悉尼协议”是国际上针对高

职层次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协
议。浙江工商职院于 2016年 11月
正式启动“悉尼协议”专业建设与
国际认证项目，并将其作为浙江省
高职优质校建设的重要工作进行
谋划和推进，并按照“调研人才需
求—确定培养目标—明确核心能
力—构建课程体系—确定支撑课
程”的建设流程，落实“以学生为中
心、以成果为导向、持续改进”的工
程教育理念，不断创新专业建设机
制。

4年多来，浙江工商职院参照
“悉尼协议”范式，重点推进应用电
子技术、模具设计与制造两个专业
的建设与认证，并将以学生为中
心、成果导向的理念融入到学校人
才培养方案的制订。

2019年 9月，浙江工商职院正
式向 IEET提交模具设计与制造、
应用电子技术专业的认证申请。

学校专门成立了校级领导小组和
工作组，统筹协调各部门的工作，
破解攻克相关难题。

认证工作启动以来，机电工程
学院和电子信息学院共举行了几
十次研讨会议，反复检视专业建设
持续改进机制，提炼总结专业建设
特色。两个学院所有教师均积极
参与其中，由任课教师主导整理收
集近三年的专业建设资料，为每门
课程建立详实的教学档案袋，全面
搜集认证依据。2020年8月15日，
两个专业完成了自评报告书的统
计图表百余个，附件百余项，佐证
材料千余份，上交 IEET审核。

“专业认证的过程，是一个不
断‘破’和‘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
中，促使我们重新审视人才培养目
标，全面梳理和优化课程体系，以
课程和培养环节的学习成效为基
础，建立教育质量持续改进的机

制。”徐盈群说。而对于相关分院
和专业的教师们而言，则是学习国
内外有关先进理念与方法的过程，
更是一个提升反思能力、树立教学
质量意识的过程。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
年“悉尼协议”国际工程教育认证
工作采用在线访评的方式开展。
IEET国际工程教育认证专家详细
察看了校园、图书馆、网络中心、
实验室、教室、仪器设备等教学环
境与设施等相关视频资料，查阅
专业自评报告、课程材料、学生素
材等资料，并挑选学校领导、中层
干部、教职工、学生和业界代表等
作为访谈对象，围绕教学管理、教
师发展、经费投入、学生职业发
展、信息化建设和创新创业教育
等多方面内容进行线上访谈，深
入考察各方面支持学生的学习与
发展情况。

最终，浙江工商职院的教学与
管理及教学质量得到了 IEET专家
组的肯定和赞赏，认为充分体现了

“以学生为中心”的育人理念，很多
做法值得在高职院校推广。

在徐盈群看来，两个专业通过
“悉尼协议”认证，除了提高学校
这两个专业毕业生资质的国际认
可度，吸引国际优秀学生到学校
学习，开展专业认证，更为学校深
化教育教学改革、提升专业建设
内涵、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等提供
了良好契机，有利于教育体系和
教学质量的持续改进，最终惠及
广大学生，提升他们的核心竞争
力。

“此外，学校在成果导向教育
教学改革具体实践中形成的理念
和方法，也将为更多的高职院校教
育改革提供经验和借鉴。”徐盈群
说。

本报讯 通讯员赵建
平报道 近日，2021年湖州
农民学院农民大学生创业
联盟管理委员会会议在德
清召开，会上，一项议程专
门针对与湖州市现代农业
技术学校的深度校企合作
问题，达成两项可操作内
容：联盟 92 家创业基地，
分别对接 1~2 名湖州现代

农校实习生；联盟 8 个专
业分委会，分别吸收 1~2
名湖州现代农校教师参
与。

之前，湖州现代农校
已成功与联盟中的德清新
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就数
字农业建设、与浙江墨荼
茶业有限公司就电商实习
进行了深度合作。

百余专业教师送课上门
年培训职工13000人次

金华市技师学院扛起浙中项目制培训大旗

通过“悉尼协议”认证！
浙江工商职院有两个专业非常牛

东海渔嫂学插花

对接92家创业基地
8个专业委员会

湖州现代农校校企合作踏出坚实脚步

安全培训常态化

“阳明号”上
来了一群“小青橙”

传承红色基因，践行知行合一

春天
一起播种“希望”

富阳学院开展
“树技能、品茶味、育匠人”活动

浙江省“金茶王”陶宇军现场指导学生手工制茶。

通讯员周曦、徐江城摄影报道 昨日，杭州职
业技术学院达利女装学院 2021届毕业生作品发
布会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隆重举行，成为
2021PH Value中国国际针织（春夏）博览会一抹十
分靓丽的风景。

杭职院本次参展的毕业作品以“无边”为主
题，探究“边界”与服装的关系。呈现的80余款作
品全部由杭职院 2021届针织技术与针织服装、服
装设计与工艺专业毕业生独立设计、制版、制作。
同学们的技艺、匠心，让中国国际针织博览会在场
的专家无不表示惊艳，并给予了高度赞赏。

服装设计与工艺专业毕业生白圆圆、王聪昊把
童年偶像巴斯光年的口头禅“飞向宇宙，浩瀚无垠”
化作了创意毕业作品，他们以“浪漫无垠”为题，把
宇宙元素用光影艺术进行展现，给博览会的舞台带
来了震撼的视觉冲击，受到现场观众的热捧。

针织技术与针织服装专业毕业生彭梦婷的作
品展现的“针梭结合”特征，得到了现场专家的关
注。这项作品由学校卢华山老师和杭州款库公司
总经理刘辉共同指导完成，运用了针织行业的先
进技术。谈到这份作品的成功，彭梦婷认为是学
校不断深化“校企共同体”产教融合育人模式，让
她可以在最新技术和最潮流设计理念的环境里学
习成长。

杭职院达利女装学院成立于 2009年，是杭职
院与达利（中国）公司共建的校企共同体。12年来
达利女装学院“立足一个企业、面向整个行业”，开
展基于校企共同体的专业现代化建设，人才培养
质量不断提升。其中服装设计与工艺专业群已成
为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学生连续 7年
获全国服装技能大赛一等奖11项，已培养12名学
生成为全国技能标兵。

“无边”作品，无限青春
杭职院学生毕业作品惊艳中国国际针织博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