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2 时政新闻 2021年10月13日 星期三

融媒编辑：叶宁 电话：87138733 邮箱：397094154@qq.com

□融媒记者 徐敏

本报讯“这是丽水一家企业委托

我们定做的铣床夹具，在制作上不仅

要求抗震效果高、有足够强度和刚度，

更要集多加工工位、易产、高精度和高

效率合为一体，我们的老师、学生和企

业师傅一起参与制作，一个半月完成

了 32 套。”近日，永康五金技师学院老

师夏斌正在向学生讲解一套夹具的制

作要求和注意事项。

这是永康五金技师学院内抓专业

建设、课程改革，外促校企合作、产教

融合，紧跟永康经济发展所需，实施校

企双元育人，创新培养高技能人才的

一个缩影。

据悉，占地 6000 平方米的产学研

中心是永康五金技师学院培养复合型

高技能人才的“摇篮”。该中心不仅有

模具制作、数控车、数控生产、加工中

心等实训车间，3D 打印、慢走丝、精密

测量、逆向工程等实验室，还有五金创

匠坊和对外技术服务两个工作室。“这

个产学研中心就是我们的技能人才训

练场、技术难题攻关场和新品研制试

验场，学院在承接和引入精密技工、技

术改进、产品研发、工艺改造等项目

时，学院师生可全程参与技改项目的

设计、改造、管理、验收等实战式训练，

真正为企业量身打造能操作、能设计、

能创新、能协作的复合型人才。”永康

五金技师学院副校长夏其明说。该学

院每年为企业设计制作模具 50 套以

上；加工产品 100 多种，共计 50 余万

件；今年上半年为我市 200 余家企业

开发了92套的夹具与900多种类型的

定制刀具。

正是得益于一贯坚持的“校企共

育、工学交替”教学模式，永康五金技

师学院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高技能人

才。21岁的吴世平是今年刚毕业的学

生，在校期间他经常参与技术改进、工

艺改造等真刀真枪的实训，积累了不

少技术经验，一毕业就收到了市钰隆

科技有限公司的“橄榄枝”，成功获得

月薪 7000 元的工作。数控专业的高

四学生朱宇轩在 2021 年全国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工业产品设计与创客实践

赛项（中职组）斩获了一等奖。“这次比

赛获得的荣誉，对我鼓励很大，让我更

加有底气、有自信在数控行业发展。”

朱宇轩说。

记者了解到，今年 9 月，永康五金

技师学院升级“校企共育、工学交替”

教学模式。借着王力安防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安装调试长恬智能制造基地生

产线的有利契机，该学院继续深化校

企合作，积极搭建智能制造生产线安

装调试的实训平台，组织 35 名学生前

往王力公司智能制造基地，参加为期

一个学期的实训。

“这批学生来了以后，我们安排他

们在装配线、折弯线、胶合线等辅助岗

位工作，他们学习都比较快，在操作上

逐步掌握技能，已可以辅助生产了。”

在王力公司机器人调试工程师王双安

看来，这些学生通过学校系统地学习，

到企业后上手更快。

对于能在王力公司智能制造基地

参加实训，学生吕思浩表示机会难

得：“这里有专门的企业导师，不仅可

以让我们巩固学校里学到的知识，还

能掌握很多学校里学不到的技能，这

将 为 我 以 后 工 作 积 累 很 重 要 的 经

验。”

■打造职业教育航母 献“技”世界五金之都

双元共育 三场共训 四能共生
看产教融合培养高技能人才的永康模式

分类信息
招 工

机修工一名，15858952564，

13958456106
出租出售回收

发电机组13588613758
发电机出租出售

13588608700，338700
溪心一楼店面出租

80㎡左右，紧挨千人学校，
位置佳。15988598686

发电机抛丸机转让
50 千瓦一台，青岛滨海
QR3210。 联 系 电 话 ：
13506797322

店面出租
九龙北路 358 号（永康职
技校旁）有10多间店面出
租 ，电 话 15925924937，
663967

厂房出租
永康十里牌九龙工业园
20000 ㎡ 厂 房 出 租 ，
13905890396，699396

广东佛冈厂房转让
铸造厂占地7000㎡，厂房
5000㎡转让，租期还有
18年，变压器1800kv，有
环评，13380706572

花街厂房出租
花 街 330 国 道 边 一 幢
4680㎡，一幢 1700㎡，共
6380㎡，交通便利水电齐全。
13506598501，698501

厂房转让
有证，面积14560㎡，建筑
面积 16000㎡，芝英工业
区。13906794689

店面出租
老看守所对面大量50㎡、
40㎡店面。15757952778

飞凤路店面幢房转让
占地146㎡，建筑1260㎡，
全框架带电梯，飞凤公园宝
龙广场近。18967962098

东站店面转让
东 站 出 口 处 店 面 转 让 。
15268644478，38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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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媒记者 颜元滔

10 月 12 日，全省基层党建工作会

议表彰了蒋定军等浙江省“十大强基

先锋”和张海华等 306 名省“担当作为

好支书”。我市林金星、姚勇、金旭升

获省“担当作为好支书”荣誉称号。截

至目前，我市共有5人获得该称号。

林金星：村民致富的“领航员”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永康一方

万达广场的无人机灯光秀吸引了大批

市民。这个我市具有标杆意义的高端

综合性城市商贸服务项目，是经济开

发区黄城里村继创造了农房改造“黄

城里速度”后，再一次创造以小村庄博

取大项目的“黄城里典范”。

村子的飞速发展离不开该村的

“领航员”——黄城里村党支部书记、

村民委员会主任、经济合作社社长林

金星。他善于从大局和长远利益出

发，巧用各类政策，谋划布局。

2012 年，林金星借着我市农房改

造政策“东风”，带领全村上下顺势而

为、精心谋划，发挥地处城郊优势，摸

索出一条将老房改造与村集体留用

地综合开发利用有机结合的新路子，

不仅壮大了村集体经济，又解决失地

农民的生计问题。一幢幢新房拔地

而起，一举甩掉了黄城里“脏、乱、差”

的旧帽子，实现了“村富民强”的第一

步。

2016 年，林金星乘着电商经济发

展的东风，利用上级政策支持和农房

改造后的新格局，成功争取让永康经

济开发区电商创业园落户黄城里村。

他将村民手中的店铺统一管理，按照

“经营权归集体、收益权归个人”的原

则，投资 16 亿元建设电子商务创业园

的基础设施，高规格打造了一个建筑

面积22万平方米，共计1454间店铺的

电子商务创业园，成为永康市首个市

级电子商务创业园区，并列入了浙江

省“411”项目。而村民凭借每年的店

铺租金收入，加上闲置房屋的出租收

入，人均纯收入达到 6 万多元，真正实

现了共同富裕。

2019 年，林金星又积极探索产城

融合新路子，对接大连一方集团和万

达集团，以村级集体留用地为支点，共

同投资 65 亿元，打造高端综合性城市

商贸服务项目，为全市第三产业的发

展注入新活力，成为全市不走寻常路

的乡村振兴示范样板。项目建成后，

将成为永武缙地区“地标性”现代化商

区，届时，黄城里村集体将迎来新腾

飞，村民捧在手里的“金饭碗”含金量

也将越来越高。

姚勇：社区工作的“实干家”
江南街道金胜社区作为我市新建

住宅的集聚区，常住人口密度大，要做

好该区域基层党建、社区治理的工作

挑战不小。

江南街道金胜社区党总支书记、

居委会主任姚勇在工作中成功摸索

出了一套适合社区工作的“146 党建

工作法”，即建立以社区区域联心党

委为 1 个议事决策中心，健全党员、

志愿者、网格员、社工四支骨干队伍，

搭建党群说事议事、多方联动共治、

便民代办服务、社会组织孵化、邻里

爱心互助、文体活动自助 6 个平台，

将理论学习、为民服务等各项党建工

作落实落细，并通过党建引领，实现

了社会治理有组织、有抓手、有人员、

有成效。

在姚勇的带领下，金胜社区各项

工作开展顺利，党员主题党日平均到

会率超 90%，打造了“党员微爱基金”

“红色邻里汇”等一批金胜社区特有的

16 张党建服务名片，成为远近闻名的

先进社区。去年疫情期间，金胜社区

承担了全市较大的疫情防控任务。在

任务重、人手紧的情况下，姚勇身先士

卒、带头作战，每天工作 16 小时以上，

带领党员干部层层发动力量、层层压

实责任，累计排查居民 1.2 万户，走访

劝离外来人员2万余人，隔离管理黄色

预警 97 户 221 人，蓝色 68 户 190 人，

为居民筑起一道疫情防控防火墙。

2020 年，金胜社区党总支被评为金华

市抗疫先进集体。

姚勇肯钻研、会创新，早早开始探

索“基层党建+数字治理”模式。以社

区党总支为中心向外辐射，横向积极

吸纳共建单位、驻区单位党组织以及

社会组织、周边商户等资源，组建社区

联心大党委，纵向创新将支部建在小

区上，将党的组织触手覆盖到楼宇庭

院，搭建起“社区大党委—社区党总支

—小区党支部—楼道党小组”四级组

织架构，较好地凝聚了治理力量，构建

了社区党建“同心圆”。在此基础上，

姚勇率先在全市开展数字化改革探索

实践，以数字党建打造数字社区，通过

将原有的安防、物业等数据联网共享，

以社区公众号为载体新建“掌上”服务

项目。

如 今 ，社 区 党 员 微 心 愿 可 以 在

社区微信公众号上认领，新冠疫苗

接种可以在公众号上预约，国艺学

堂课程等民生服务项目可以在线申

请，群众的意见需求更可以直接线

上反馈，让党建工作抓的更实、服务

更到位。

金旭升：红色引擎的“铸造员”
大力推行党员示范岗、党员攻坚

队、创客工作室，开展“岗位比武”“质

量演讲”及最美飞神人、飞神工匠、飞

神劳模评选⋯⋯飞神集团在党委书

记金旭升带领下，引导党员发挥示范

带头作用，有力、有效地推动了企业

发展。

作为党委书记，金旭升始终牢记

和履行党建工作第一责任人的职责，

在工作中坚持带头学习、深入生产一

线，提高自身工作能力。他带领党员

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积

极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党史学习教育，紧紧围绕公司的生

产经营目标，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

用，引导党员在公司重、险、难等工作

中起带头作用。

“党建工作与企业生产最怕‘两张

皮’。”金旭升把党建工作从“务虚”做

成“务实”。他还将党建工作向车间延

伸，建立起车间红色阵地，制定出党建

工作的重心，强化了党建与企业生产、

员工发展的“融合”，促进了公司决策

的执行力度，当好企业与员工的“粘合

剂”，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剂”，提

升企业员工精气神的“强心剂”。同

时，他还带领技术党员组建党员攻关

组，开展技术创新和技术攻关，不断提

升企业的研发能力和产品的技术含

量。11 年来，党员攻关组取得发明专

利14项，实用新型专利46项，填补了2

项国内空白，做到了行业领先，很好地

完成了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视察

飞神时提出的“有没有填补国内空白、

有没有做到行业领先”的两个“有没

有”嘱托。此外，金旭升牵头开展“读

书分享”会等一系列活动，将党建工作

融入公司的发展和重点项目的各个环

节，丰富青年员工的精神文化生活，不

断增强党群工作的活力。

站在公司发展新的历史起点上，

金旭升表示，他将始终聚焦党建赋

能，发挥党组织实质性作用发挥，创

新“党建引领营商环境”思维理念，把

党建工作与企业形象有机结合，通过

扎实开展党建工作，有效提升服务水

平、产品质量、企业内涵，真正让党建

工作“软实力”成为企业发展“硬支

撑”。

以党建统领全局 以实干践行使命

我市3人获评省“担当作为好支书”

（上接1版）

探索五金产业智能化
五金产业是永康的支柱产业

之一，如何把永康五金和芯片进行

有机结合，是胡伟武一直在思考的

问题。胡伟武说，要做一扇防盗

门，如果在中关村，要弄到上百种

模具就很不容易，投入也比较大，

但是在永康，在模具城里就能搞

定，这就是产业集聚的优势。

胡伟武认为，五金产业需要智

能化。比如门锁、电动工具、跑步

机、平衡车都需要电子控制模块。

目前，永康五金产业的电子控制模

块多数需要从深圳、东莞、广州等

地采购，永康本地存在空“芯”化的

危险。如果五金电子产业链完整

地建立起来，能够极大地推动永康

经济发展。

永康想要建立完整的五金电

子产业链，需要在芯片、电路板的

设计生产上下功夫。胡伟武大致

测算，整个金华地区每年花在五金

电子的采购金额有上百亿元，永康

占30%左右，实现芯片到电路板全

产业链本地化，将大有益处。目

前，龙芯金华子公司做了一些芯片

和电路板的解决方案，并与永康企

业深入对接合作，多款智能门锁、

跑 步 机 、平 衡 车 等 已 经 走 向 量

产。当前，龙芯还在组建队伍，努

力推进永康制造芯片研发本地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