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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厦学院举办历年来最大规模校园招聘会
4.5 个岗位争一个广院毕业生

把握转型机遇

科技引领未来

（详见第三版）

我院应邀出席全国数字经济
产学合作联盟成立大会

“2017 首届浙江东阳·中国建筑信息前沿技术先锋论坛”在我院举办

5 月 13 日，“2017 首届浙江东阳·中
国建筑信息前沿技术先锋论坛”在我院
体训馆圆满闭幕。论坛由浙江省建筑业
技术创新协会指导，东阳市建筑业协会
主办，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学院承
办。
学院党委书记徐征宇代表学院，对
参会的建筑行业精英们表示欢迎。
当前建筑业信息技术蓬勃发展，形
成传统行业网络化、智能化改造浪潮，
云计算、BIM 技术、大数据、物联网等
新技术在建筑业应用领域的发展，无形

中倒逼建筑企业转型升级。
东阳市建筑业发展就亟需进行转
型升级，提升企业管理水平和竞争
力，而 BIM 技术是提升项目精细化管
理、企业集约化管理、行业透明化管
理的重要支撑。徐征宇认为，东阳建
筑业推广 BIM 将是势在必行，也是大
为可行。“绿色建筑、智慧城市、海绵
城市、综合管廊等新兴领域的兴起，
为 BIM 技术的应用提供了广阔的发展
空间。”
此外，经过近年大量项目的 BIM 实

践与软件技术的发展，目前 BIM 技术的
投入产出比相当高，应用成功率高。东
阳具备所需的开发实施、技术积累和人
才储备，浙江广厦学院已成立“鲁班学
院”，专门培训 BIM 技术人才，为行业
提供了人才储备。
徐征宇提出，学院将积极配合开展
试点示范工作，推动市场发展；搭建浙
江省 BIM 技术资源信息共享平台，为
全省建筑企业提供 BIM 技术共享、培
训和服务；组织开展业内 BIM 技术交
流与培训，开设相关专业，开发相关课
程，在社会中推广继续教育，培养应用
和研发人才，为省内企业发展提供人才
保障。
会上，浙江建筑业技术创新协会
副会长兼秘书长朱国锋，就建筑工业
化进程中的几个相关问题进行了精彩
的演讲。他以自己装修房子为例，用
通俗的语言向企业和老师介绍了 BIM
技术。
杭州品茗安控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 BIM 事业部总经理李自可，对苏州第

二图书馆的 BIM 场景化应用向与会人员
进行了分享。
两位专家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进
行的演讲和交流，着力促进“BIM 技术
对建筑产业链进行更新、改造和升级”
思维与行动，推进建筑业向"精益、智
慧、绿色"发展。
会后，与会代表兴致勃勃地参观考
察了建筑信息技术相关企业展厅。
在万霆产品技术展厅(AR,VR,虚拟
仿真、云技术、物联网等)前，围满了
亲身体验的老师和学生。他们戴上专业
眼镜，仿佛进入真实的建筑工地。据工
作人员介绍，有了 VR 施工安全体验软
件，不仅涵盖房屋建设、公路桥梁、地铁
隧道等等各个领域，关键是营造了零事
故安全工地。以外高空坠落、机械伤害、
火灾触电等大事故的风险将规避为零。
智能机器人、建筑 3D 打印技术、
无人机等展厅，工作人员对产品技术的
介绍和演绎同样吸引了众多师生驻足欣
赏，现场称赞连连。“科技的发展真是
日新月异！”
（汪全玉）

我院学子在全国高校斯维
尔杯 BIM 大赛中获佳绩
近日，我院管理学院学生参加的由住建部中国建设
教育协会主办，由深圳市斯维尔科技有限公司承办的第
八届全国高等院校“斯维尔杯”BIM 建筑信息模型总决
赛落下帷幕，共有 453 所高校 457 支团队近千人参加总
决赛，参赛学校覆盖了全国各个省份，其中包括清华大
学、浙江大学、同济大学等众多“985”
、“211”的重点
大学。
本次总决赛分南北两大赛区，分别在吉林建筑大学
和浙江理工大学同时联合网进行，大赛本着“公开、公
平、公正”的原则，以“团队协同、合力创新”为口
号，紧扣建设行业的最前沿的 BIM 技术，涵盖工程设
计、工程造价、工程管理 3 大类专业方向，同时强调团
队协同、全程智能化系统控制，很好的锻炼学生的理论
与实践的结合能力。
我院由季传恒、占康康、叶达锋、汪铭瑶、蒋丹妮
共五位学生组团参加比赛，张飞燕、谢军、吴庆、陈云
舟老师的指导下，通过选拔——培训——初赛——决
赛，一路过关斩将，分别获得工程造价专项二等奖、工
程管理专项及团队全能三等奖的好成绩。
（谢军）

厉害了！我院电大校友获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我院 4 学子参加省
“物流技能”竞赛均获奖

4 月 22 日-24 日，在浙江省高职高专院校技能大赛
“现代物流作业方案设计与实施”竞赛项目中，经贸外
国语分院 2015 级物流 2 班的李特获个人赛二等奖，2016
级物流 1 班的傅国受、2016 级物流 2 班的梁阳、2016 级
物流 3 班的陈庆获个人赛三等奖。
本次技能大赛由浙江省教育厅主办，浙江经济职业
技术学院承办，共有浙江省 23 所高职高专院校 90 余名
选手参加。竞赛总共 240 分钟，主要分为现代物流作业
方案设计和作业实施两个部分，分数各占 50%。
现代物流作业方案设计主要包括 16 个方面的内
容：封面、队员分工、配送中心设施设备规模与布局、
物动量 ABC 分析、入库月台安排、制定货物组托示意
图、货物上架储位安排、订单有效性分析、库存分析、
拣选作业方式选择、预编出库作业系统分配结果、库存
管理、补货作业计划、车辆调度与线路优化、装车配载
方案、作业进度计划。
作业实施部分主要是利用上海百蝶的 3D 仓储、配
送软件对自己所设计的方案进行实施。
我院派出的 4 名学选手，经过为期一个多月的高强
度集中训练后，在比赛中沉着应对各种新的变化，最终
全部收获个人赛奖项。
此次竞赛，展示了我院高职学生的物流技能，激发
了学生积极参与此类竞赛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促进了学
院对于高职人才的培养工作。
（物流）

近日，“2017 中国职业教育创新论坛暨全国数字经济
产学合作联盟成立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由中国贸促会
商业行业分会会同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联合举办的。学
院党委书记徐征宇、经贸外国语学院副院长陈长英应邀参
加了成立大会。
“全国数字经济产学合作联盟”旨在汇聚行业资源，
搭建合作平台，为院校提供行业标准、真实项目、就业岗
位，发挥行业在职业教育中的主导地位，助力中国面向职
场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创新，培养产业转型升级所需要的应
用型人才。
会上发布了包括电商、会展服务、IP 创意、绿色经
济等产业领域相关的十个项目，包括“机汇网驼峰千军创
业孵培计划”、“百校联创创意创业园共建计划”等项目。
来自政府智库、行业协会、知名企业、院校管理、教学一
线、国际机构的代表，就数字经济发展下的市场生态、创
业浪潮下的新人力需求与应对、职业教育服务产业发展的
路径探索、专业建设与产业的对接、校企合作产学融合的
开展等话题展开了热烈的交流与对话。
会议期间，我院领导同上海市职业教育协会副秘书长
潘家俊、携程旅游网总经理郭为文、万马堂广告集团总裁
沈毅、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单强、贵州盛华专
业学院互联网营销学院副院长农政等与会代表进行了洽谈
与交流，“数字经济的发展是中国经济提质增效的新变
量，也是中国经济转型增长的新蓝海，其发展引发的产业
形态转换、人才规划变化，对职业教育提出了新的要
求。”他们一直认为：专业建设要紧跟产业、行业的新趋
势、新业态、新技术，要与产业发展同频、与职业变迁同
频方能真正实现产教融合。
会后，徐征宇和陈长英就全国数字经济产学合作联盟
发布的项目如何嫁接到学院的相关专业进行了探讨，并与
相关项目的主办方进行了接洽。
（经外教）

“以青春之名，点亮团旗”
东阳市团员青年纪念建团 95 周年

五月的朝阳，照亮理想的天空。5 月 5 日，由团
市委主办、广厦学院团委承办的“以青春之名，点亮
团旗”纪念建团 95 周年活动我院田径场举行。数千名
学生以青春的名义，集结在同一片天空下，面对着团
旗，点亮我们的希望和梦想。
在嘹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体师
生在心中莫唱国歌的同时，追忆曾经的峥嵘岁月。九
十五年筚路蓝缕，雄关漫道真如铁；九十五年披荆斩
棘，人间正道是沧桑；九十五年风雨兼程，长风破浪
会有时。九十五年来，一代又一代的共青团员时刻弘
扬五四精神，共青团的团徽熠熠闪光，朝着党所指引
的方向奋勇前进，在社会大舞台上实践着自己的人生
价值。
在学院团委书记宋蓉蓉的带领下，全体团员重温
入团誓词，面向团旗，高举右拳，庄严宣誓。

共青团金华市委副书记庄子书结合东阳的光荣岁
月和发展现状，寄语广大团员青年，勉励大家努力塑
造东阳青年理想坚定、勇于担当的形象，努力塑造东
阳青年脚踏实地、艰苦奋斗的形象，努力塑造东阳青
年勇立潮头、锐意创新的形象。“希望你们传承‘五
四’精神，以青春之名为火红的团旗增添青春色彩，
为实现全面小康，加快浙中崛起，开创现代化都市区
建设新局面贡献青春力量！”
“我把人生的坎坷与苍凉抚去，让胸中飘扬起理
想的大旗；当艰辛化作如烟往事，当信念化作英雄壮
举 ；我要用青春和热血去浇灌这块激情燃烧的土
地。”伴随着诗朗诵 《信念追随》，千名团员将 2 面巨
幅党旗和团旗缓缓铺开。
带着对共青团的祝福与期盼，500 个气球承载着
青春梦想飞向蔚蓝的天空。
（朱姗依）

日前，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全国五一劳动奖和
全国工人先锋号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今年共
有 99 个先进集体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694 名先进个人
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800 个先进集体荣获全国工人先
锋号。
其中，我院电大校友、东阳市钜银民间资本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经理韦中总 （下图左三） 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
奖章”荣誉称号。
韦中总出生于 1963 年，1984 年正式参加工作。自参
加工作以来，他一直保持高度的工作热情，勤恳务实、爱
岗敬业，他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曾多次获得“东阳市优
秀党员”
、“东阳市先进工作者”称号，受到东阳市委市政
府的嘉奖，去年也被授予“金华市劳动模范”的荣誉称
号。2011 年，韦中总进入中天集团工作，一直工作在第
一线，为公司的业务不辞辛劳，每年的汽车出差里程就达
到 6 万公里，相当于绕了地球的赤道一圈半，被人们称为
当代的“神行太保”。
目前任东阳市钜银民间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经理
的韦中总，工作扎实勤奋、事事亲力亲为，时刻坚持诚
信务实、尽责协同的理念，积极主动、拼搏实干的作风，
在工作中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素质，提升自己的专业技
能，并把多年来总结的实践经验巧妙地运用到工作中，做
好公司管理的同时积极带动业务部门的提升，认真履行自
身职责，以主人翁的责任意识参与到公司业务发展上来，
有效促进了公司的持续稳定发展，也为东阳的经济社会发
展做出了贡献。
（包俊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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