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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小涵

工学一体，技能就业。7月15日
是世界青年技能日，今天上午，
2022年世界青年技能日主题活动
启动仪式在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
举行，全国各地同步开展世界青年
技能日宣传活动。

启动仪式上，高技能人才代
表、新型学徒制企业代表将作典型
发言，另有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工
业控制赛项金牌选手宣读倡议书。
活动同时公布2022年劳动出版“技
能雏鹰”奖(助)学金获奖名单，相
关领导嘉宾为获奖学生代表颁奖，
并向技工院校赠送书籍。

造型多变的机器人舞蹈、蕴含
美好寓意的胶东大饽饽、与时俱进
的工业自动化设备、在传承中发展
的中医文化……活动现场，山东省
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成果展示格外
抢眼。本次展示不仅邀请山东16市
还携技工院校、优质企业、技能冠
军、非遗手造等同台摆擂“秀”技
能，另有山东技师学院、山东医药
技师学院等6家省属技工院校现场
展示办学成果，可谓技能盛宴。

想参展却无法到现场？为让大
众更直观地了解山东省技能人才
福利政策、高技能人才风采和技工
院校报考信息，7月1日起，《齐鲁晚
报》连续16天推出《技高一筹———

2022年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专题报
道》，并在主题活动当天现场分发。

另外，山东省技工院校招生
就业推介平台———“未来大工匠”
已经正式上线，这是我省首个为
考生同时提供全省技工院校及技
能人才政策资讯、院校展示、招生
报名、就业推荐的“四合一”网上
平台，不仅实现了最新热闻的动
态推送，相关竞赛选手也能在第
一时间查看竞赛文件和赛后结果
反馈，30余家技工院校招办已经
入驻，可“分分钟”进行院校报考
和就业双选。点击平台顶部轮播
图即可观看“2022年山东省技能

人才队伍建设云展示”。
启动仪式后，来自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和北京、河北、山西、黑龙
江、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河南、
湖北等地的人社部门相关负责人

将在济宁进行全国技工院校校企
合作集团化办学集中调研，走访
济宁市技工教育集团、济宁市技
师学院、辰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等技工院校和企业典型代表。

工学一体 技能就业

世界青年技能日主题活动今日开幕

山东省城市服务技师学院
优秀毕业生风采展示

山东交通技师学院位于中国
商贸物流之都和山水生态旅游胜
地——— 山东省临沂市风光旖旎的
滨河西岸。学院环境优美，教学、生
活、活动、休闲等各区块衔接自然，
师生食、宿、行、学、娱便捷舒适。两
座400米跑道标准体育场、篮球场、
排球场、网球场、阅览室、花园、校内
超市等生活、体育设施一应俱全。

学院积极营造健康文明的校
园文化氛围，成立了课外专业课
兴趣小组、青年志愿者协会、书画
协会、舞蹈协会、跆拳道协会；篮
球、乒乓球、羽毛球、足球协会。定

期举办学生文化艺术节、技能节、
运动会、素质拓展、演讲比赛、歌
咏比赛、社团风采展等活动，拓展
学生的综合素质；定期邀请专家
学者、企业家和优秀毕业生来院

举办讲座，进行就业指导，传播当
前最新信息和主流观点，不断开
阔学生的视野。

近年来，学院师生在各级各
类技能竞赛中屡创佳绩。仅“十

三五”期间，学院就荣获国家级
竞赛奖项20项、省部级279项、市
厅级54项。2名学生进入第44届
世界技能大赛山东省集训队，1
名学生进入国家集训队；7名学

生进入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山
东省集训队，2名学生进入国家
集训队；8名学生进入第46届世
界技能大赛山东省集训队，4名
学生进入国家集训队。

山东交通技师学院
师生参战各级各类技能竞赛创佳绩

2022年世界青年技能日主题活动
时间：2022年7月15日—7月16日

地点：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山东圣德国际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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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公路技师学院隶属于山
东省交通运输厅，是一所以培养高
技能人才为主，集职工培训、成人
教育、试验检测、技能鉴定和驾驶
培训于一体的综合性全日制公办
技师学院。面向全国招生。

学院多年来以培养交通行业
企业一线需要的高技能人才为目
标，努力培育学生精益求精的工
匠精神，更加紧密地服务于行业
企业和区域经济发展。目前，学院
是国家级重点职业院校、交通运
输部教学质量A级学校、全国交
通系统规范化技工学校、山东省
校企合作示范单位、全省法制宣
传教育示范单位、山东省委党校

交通系统分校、山东省交通系统
网络教育培训中心、中国交通教
育研究会技工教育分会思想政治
教育基地、省级文明单位。设有“山
东省技师工作站、山东省首席技
师工作站、齐鲁技能大师特色工
作站”。建校40年来，累计为社会
培养应用型高技能人才数万人。

学院分为主校区、无影山校
区、东校区和德州校区，总占地
面积740余亩，建筑面积16万平
方米，在校生8000余人。毕业生
就业率达98%以上。

学院围绕交通产业链和区域
经济发展，开设公路施工与养护、
土建工程检测、汽车维修、工程机

械运用与维修、计算机广告制作
等专业30余个。公路施工与养护
是交通部重点专业和山东省百强
专业，工程机械运用与维修是山
东省重点和名牌专业，土木工程
专业群为山东省技工院校示范专
业群。学院拥有一支高素质的“双
师型”教师队伍，其中享受国务院
特殊津贴专家1人，全国优秀教师
4人，交通系统名师奖1人，交通职
业教育专业带头人3人，交通系统
技术能手18人，齐鲁首席技师1
人，山东省首席技师5人，山东省
有突出贡献技师1人。实习实训场
所共30万平方米，设备总价值
8000余万元。

学院坚持
“ 以 服 务 为 宗
旨，以就业为导
向”的办学理念，
紧紧围绕学生发展
和企业实际需求培养
和输送人才。学院与300余
家大中型企业建立了长期稳定的
合作关系，实现入学即入企、毕业
即就业的培养目标。学院实行毕

业生跟踪服务制度，及时反馈毕
业生信息，真正做到毕业生专业
对口，工作稳定，工资收入满意。

杨中全，2021年在世界技能大赛重
型车辆维修项目国家集训队11进5
选拔赛中获第三名。

赵浩杰，2021年在山东省技能兴鲁
职业技能大赛中获一等奖。

张圣杰，2021年荣获中国汽车工程
学会巴哈大赛二等奖。

薛皓宇，2020年参加第一届全国技
能大赛工业设计技术项目山东省选
拔赛获一等奖。

刘中豪，2021年参加山东省技能兴鲁
职业技能竞赛——— 汽车装饰与美容
项目，获学生组第一名。

2014级交通客运服务(高铁)专业

2017年通过学校统一

面试进入济南铁路局青

岛高铁，现任青岛高铁餐

车长，月薪8000余元。

2013级多媒体制作(数字媒体)专业

国内一线婚礼影像品

牌飞鸟创始人，全国婚礼

影像课程讲师。全国多家

微商、抖音大咖签约指定

拍摄机构，年收入120万元。

2018级形象设计专业

全国商业服务业技术
能手，全国行业职业技能
竞 赛 美 容 赛 项 冠 军 ，
REVACL润芳可高级皮肤管
理师，河北旅游职业学院
特聘教师，年薪20万元。

2017级口腔义齿制造专业

青岛华新华义齿有

限公司，市场经理，月薪1

万余元。

2016级电子商务专业

就职于烟台京淘网

络 科 技 有 限 公司，月薪

8000元

2007级西式烹调专业

现就职于烟台世茂

希尔顿酒店，担任西厨房

厨师长，年薪30万元。

2015级西式烹调专业

获得第44届、45届世

界技能大赛烘焙项目山

东省选拔赛第二名，现留

校担任西餐学院烘焙专

业教师，月薪6000元以上。

2009级高级烹饪专业

现就职于全国人大会
议中心中餐厨房，主要从
事菜品研发创新工作，多
次参与大型国宴制作及外
国政府首脑和国家元首接
待工作，月薪10000元以上。

2007年高级烹饪专业

擅长高端菜品研发

制作，2016年在青岛创业

开设高端餐饮会所及艺

术品字画公司，公司资产

600万元以上。

2019级幼儿教育专业

2021年顺利考入德州

市齐河县教育系统，成为

一名公立幼儿园正式编

制教师。

2008级会计电算化专业

在校期间被评为山

东省优秀学生，参加职教

高考被云南农业大学录

取，现烟台职业学院担任

辅导员。

2013届汽车维修专业

就业于烟台驰宝行

汽车维修有限公司，从事

汽 车 检 测 等 工作，月薪

1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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