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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朱颖华 通讯员 励洁

11月8日，萧山技师学院与甘肃省张
掖市高台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在萧签订
合作协议，确认建立紧密、深入、长期的合
作关系，联手实现技术联动、人才联动、产
业联动，共同培养中国最为紧缺的技术技
能型人才，合力打造职业技术教育及人才
培养的东西部合作样板。

根据协议，两校将在建立人才培养联
盟、开展师资交流培训、共建共享教学资
源、共建实习实训基地、联合开展招生工
作等方面建立校际交流合作。双方将共
建东西部院校协同培育未来人才联盟，在
技能人才培养、质量评价、就业创业等方
面开展合作交流；每年互派专业骨干教师
开展交流，以跟岗学习、顶岗执教等形式
开展交流学习；围绕专业建设、课程建设、

实习实训、智慧校园、校园文化等内容，建
立教育教学资源共建共享机制和关系；围
绕优势专业共同建设实习实训基地，通过
派遣或接纳专业教师和学生分批赴对方
优势专业实训基地进行实践或短期见习；
双方达成初步意向，未来，高台县职业中
等专业学校将在萧山技师学院的授权下，
成立“杭州萧山技师学院高台分校”，开招

“杭州萧山技师学院班”，双方还将通过设
置“冠名班”等形式进行联合招生培养、就
业安置。

据了解，高台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是
教育部评估确定的首批“国家级重点职业
学校”，是甘肃省教育厅确定首批创建的

“省级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
校”。而萧山技师学院是我区首个国家级
重点技工院校，也是我区唯一一所高等技
术院校，学校近年来广聚蓬勃之势，连创

多领域佳绩，国家级基地再扩建、国赛金
牌如井喷、单招单考独占鳌头、毕业生受
央企国企“争抢”，“萧技实践”“萧技样
板”“萧技模式”在全国拥有一定的知名度
和影响力。

此次签约合作是双方响应东西部职
业院校协作，实现东部地区职教集团、高
职院校、中职学校对西部地区结对帮扶的
实际行动，有利于进一步对接区域内产业
发展和技术技能人才需求，促进萧山与高
台在产业发展、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合作与
交流，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加深浙江人民
与甘肃人民的情谊。

这次跨越千里的“结亲”，也开启了我
区职业教育与西部院校之间的强强合作，
将进一步促进两省在教育领域的交流和
互通，助推职业教育改革创新，助力东西
部职业教育协同发展。

跨省“结亲” 助力东西部职业教育协同发展
萧山技师学院与高台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签约合作

■通讯员 陆青 记者 朱颖华

展示育人成绩，表彰各类先进，传承
优良学风，鼓励努力奋进。11月10日下
午，电大萧山学院举行全日制学生表彰大
会暨消防安全知识讲座和师生消防演练
活动。

电大萧山学院院长胡国良、党委书记
盛国富等学院领导、部分教师和全体全日
制学生参加本次活动。

伴随着庄严的国歌声，表彰大会正式
拉开序幕。电大萧山学院党委书记盛国
富宣读了《关于表彰我院全日制学生先进
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决定》，学院领导依次
为获奖人员颁奖。

盛国富向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
进个人表示祝贺。他希望，受到表彰的先
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戒骄戒躁，谦虚谨慎，
继续努力，再创佳绩，并号召其他班级和
同学以受表彰的班级和同学为榜样，不断
提高自己。

电大萧山学院院长胡国良说，受到表
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是学院优秀学
生的典型代表，是学院良好学风校风的集
中体现，更是电大事业蓬勃发展的美好希

望。“大学时光是美好的，大学生活是短暂
的。如何在短暂的时光里为今后的人生
夯实基础、积淀底蕴，是每一位同学都应
该认真思考的问题。”胡国良希望每个学
生，加强思想道德修养，涵养品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勤学勤思精神，
树立远大志向，刻苦奋斗；培养创新创业
意识，将理论知识与社会实践结合，把自
己打造成为适应社会、服务社会的复合型
技能人才。

随后，浙江传化华洋化工有限公司安
全技术主任工程师王军红为师生们作消
防安全知识讲座，讲解消防知识，普及自
救常识。讲座结束后，600多名师生参加
了消防演练，接受了怎样防火、初期火灾
的逃生、自救及消防器材的使用等内容的
培训。

本次活动不仅让受表彰的同学获得
了进一步鼓励与鼓舞，也引领广大同学积
极进取，用勤奋和努力、用青春和汗水去
抒写自己的美好篇章。同时，通过消防安
全演练，师生们增强了消防安全意识，积
累了“应战”经验，也形成了“远离火灾，共
筑安全校园”的共识，把消防安全工作落
到了实处。

电大萧山学院举办全日制学生表彰大会暨消防安全知识讲座和演练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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衙前“垃圾分类2.0行动” 打造“衙·门口”品牌
美丽萧山 钱江世纪城·盈丰街道秋季大型人才招聘会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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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逸社区：年轻业委会治理小区有诀窍

戴村镇佛山村是萧
山区第二批美丽乡村提
升村，按照市级美丽乡
村示范村标准进行规划
设计建设，经过全域整
治后，如今村庄环境更
美了，村民的获得感、幸
福感显著增强。
特约通讯员 张祥荣 摄百村行2020101

■首席记者 龚洁 通讯员 华兴桥

本报讯 易腐垃圾放绿桶，其他垃圾
放灰桶，家住衙前镇凤凰村的胡大姐对于
垃圾分类已经熟门熟路了。“刚开始觉得
挺麻烦的，现在习惯了就是顺手的事，而
且垃圾分得好，还能有小奖励呢。”胡大姐
说，垃圾分类已成为村民生活的一部分。

垃圾分类是一件随手的小事，更是一
件环保的大事。事实上，自全区全面打响
垃圾分类攻坚战以来，衙前一直积极响
应、主动作为。2016年10月，衙前镇四个
生活垃圾资源化处置站点全部建成投入
使用，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工作实现
村村覆盖；2017年，探索垃圾分类新模式，
建设完成12个村级地埋式垃圾中转站，实

现村村有中转站；2018年，拓展垃圾分类
工作覆盖面，从农户扩大至集镇沿街店
铺，共计签约200余户；2019年，转变分类
处置模式，改集中处理为集中收运，当年
底实现辖区内11个行政村、4个小区垃圾
分类全覆盖。

垃圾分类工作既是攻坚战，更是持久
战。如果说，原先这些工作是垃圾分类
1.0行动，那么，衙前如今要把它升级为2.0
行动。

衙前镇在“垃圾分类2.0行动”暨百日
竞赛中正式发布了“衙·门口”分类品牌
——就是衙前人的家门口，包括村门口、
店门口、企业门口、校门口、宿舍门口等，
与所有衙前人息息相关。这是每一个衙
前人参与垃圾分类的切口。守好家门口，
也就守好了垃圾分类的源头。

如何更好地开展“垃圾分类 2.0 行
动”？衙前以“五步走”模式为路径，以培
育典型标杆为引领，开展全域覆盖全流程
规范专项行动、创先争优智能化监管专项

行动、布优网点再生资源回收专项行动、
全民参与品牌化宣传专项行动、百日竞赛
红黄黑评比专项行动五大行动。

到今年12月底前，衙前将实现行政
村、生活小区、机关事业单位、企业、沿街
店铺、公共场所等全镇全域垃圾分类全覆
盖。依托美丽乡村建设，将垃圾分类工作
纳入美丽乡村创建方案中，高标准创建1
个省级示范村、1个市级示范小区、4个市
级示范村、2个区级示范村。并以“政府引
导、市政主体、属地管理、全面参与”为原
则，规范布点再生资源回收网点，一个行
政村设置一处回收网点。

衙前还将在全镇行政村、生活小区进
行红黄黑榜排名，学校、医院（卫生院）、驻
衙机构、企业、农
贸 市 场 等 进 行
A、B、C、D 等级
评定，让垃圾分
类工作真正落地
见效。

■记者 朱林飞 通讯员 富宵桑

在大家的印象中，业委会一般都是由
退休的大伯大妈担当重任，他们有时间有
经验，也乐意为社区建设出力。然而在城
厢街道天逸社区，出现了一个年轻的业委
会，成员们平均年龄只有41周岁，他们的
工作获得了居民肯定。

2018年2月，天逸社区下辖金地天逸
城小区符合成立业委会条件，在多数业主
强烈要求下，经城厢街道办事处委托，天
逸社区开始着手指导、监督业主成立首届
业主委员会。经过4个月的努力，金地天
逸城首届业主委员会于2018年7月初选
举成立。

该业委会由7名正式委员和3名候补
委员组成，平均年龄41周岁，既有充满朝
气和干劲的“90后”，也有成熟稳重的“70
后”“80后”，还有富有经验的“60后”，他
们中有公务员、律师，也有工程设计师、企

业主等，合理的年龄跨度，广泛的人脉资
源，为业委会顺利开展工作打下了基础。

金地天逸城小区有不少经营性用房，
这对业主来说是一件好事，但如果处理不
当，反而会引发居民和业委会之间的矛
盾。为此，小区业委会对经营性用房进行
有序出租，认真做好收租、退租工作，并对
每笔收入支出进行公开，让居民做到有据
可查，心里有数。与此同时，业委会对物
业管理工作进行严格监督，对物业的保
洁、绿化和安保等提出高标准严要求，倾
力为居民们打造一个高端宜居的和谐小
区。

“80后”周超超是业委会委员，作为法
律工作者，她处理问题比较严谨仔细，讲
究章程和程序，所以在成立业委会之后，
她牵头制定了业委会《公章管理制度》《财
务管理制度》等相关制度，并通过内部会
议把这些制度确定下来，确保后期工作顺
利开展。碰到问题时，周超超会找出有针

对性的法律规定，交业委会成员们共同商
讨决定具体处理方案，这样的处理效果很
好。对此，她深有感触地说：“业委会的工
作，是各成员互相出力、互相配合的一份
工作，少了谁都很难完成。”

今年疫情期间，业委会起到了很好的
带头作用。金地天逸城小区分南北两个
区块，出入口多，加上小区体量大，居住人
口多，给抗疫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在
44岁的业委会主任赵渭权牵头下，小区建
立了一支由108名志愿者组成的抗疫“铁
军”，为居民的安全筑起了一道铜墙铁
壁。金地天逸城业委会抗疫的事迹被多
家媒体报道，还获得了萧山区业主委员会
建设促进会颁发的“抗疫先锋业委会”荣
誉称号。

■记者 朱林飞 通讯员 闻王裔

本报讯 近日，城厢街道召开“城市
环境大整治、城市面貌大提升”长效管
理暨“垃圾分类2.0行动”推进会, 总结
回顾街道前阶段环境整治和垃圾分类
工作情况，布置下阶段工作任务。

会议提出，要压紧压实责任，各部
门、社区、有关单位、第三方公司要各司
其职，协同作战；要坚持联动治理，做好
结合文章，健全协调联动机制，形成整
体合力；要深化督查整改，街道要加强
走访督查，各社区要建立巡查整改机

制，确保整改不留盲区、不留死角；要加
大宣传力度，充分利用各种宣传手段，
加大公众参与力度，引导居民养成良好
习惯。

会议要求，环境整治和垃圾分类是
一场长期的艰巨任务，街道上下要齐心
协力、全力以赴，以对市民和未来负责
的态度用行动开启美丽城厢新局面，为

“美丽萧山”作出应有贡献。
会上，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湖头

陈社区就环境整治长效管理工作作表
态发言，城管城厢中队、江寺社区就垃
圾分类2.0推进工作作表态发言。

■实习生 钱子俊 通讯员 吴洁

本报讯 14日上午，钱江世纪城·
盈丰街道秋季大型人才招聘会暨萧山
HR培训学院启动仪式在杭州市信息安
全产业园联合中心广场举行。

招聘会现场开辟了独角兽、上市企
业、规上企业专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
专区，科创联盟、高新技术企业协会专
区，生命健康、综合类专区，实体制造专

区，以及金融服务和网易严选两大展
区。为吸引优秀人才加盟，不少企业不
但在工资和福利待遇上拿出足够诚意，
在员工生活环境优化、晋升平台空间提
供、精神生活丰富、企业管理事务参与
等方面也有较多留人措施。招聘会现
场，众多求职者寻得了心仪的工作，一
些企业也找到了适合的人才。

据悉，此次招聘会共有171家企业
参与，发布986个职位，需求2911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