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2020年6月18日 周四
责任编辑：雷虹 电话：88852349 E-mail：alan0104@163.com职业教育

就业 惠民生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

■记者杜成敏 通讯员傅君毛

近日，一直在上市公司浙江天
宇制药参加顶岗实习的台州职业
技术学院医药学院学生赵浩然收
到一个好消息，他与 35名同学将
全部被公司留聘。

另一边，台州职业技术学院机
电学院“领克”1731班 14人，也全
部收到了亚欧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的聘用邀请。

台职院创业学院院长李云贵
介绍，像这样整批学生被企业留聘
的例子还有不少。截至目前，台职
院3743名毕业生已有2813人实现
就业（不含专升本 815人），就业率
达 75.15%，同比增长 55.37个百分
点。预计到 6月底，学校就业率有
望达到98%以上。

专业群深度融入地方产业链

在台州奥曦奥迪 4S店刚刚公
布的 5月份销售榜上，汽车学院实

习生周静波凭借月销售 12台奥迪
车的骄人业绩，稳居榜首。为留住
人才，公司打破非正式员工不能独
立接单的惯例，提前与她签订就业
协议，为她开通独立接单账号。

“就业好不好，人才质量是关
键！”台州职业技术学院校长章伟
表示，学校坚持“源于产业、依托产
业、服务产业”的理念，主动瞄准台
州七大千亿产业，不断调整优化专
业布局。目前，全校 33个专业中
90%覆盖了台州主导产业和特色
行业，专业群深度融入地方产业
链。

在此基础上，学校不断优化产
教融合、协同育人机制，与亚欧汽
车等 137家知名企业签订了“现代
学徒制”“订单班”“双元制”“雏鹰
计划”等校企合作协议，共建校内
外双创基地、高端产教融合基地和
见习就业基地 106家。学生与企
业提前对接、靶向培养，为企业量
身“订制”人才。同时，学校大力实

施“3+×”工匠精神人才培育工
程，着力提升学生的创新创业能
力，毕业生深受企业欢迎。

据初步统计，该校机电、建工
等理工类毕业生就业起薪平均在
4000元/月以上，管理学院、经贸学
院等文科类在 3500元/月以上；中
德学院平均起薪在 6000 元/月以
上，部分毕业生达到 8000 元/月，
基本实现了提前就业、精准就业和
高质量就业。

校方称，该校近几年学生初次
就业率一直稳居 98%以上，其中留
在台州工作的占一半以上。今年
就业的 2813名毕业生，留在台州
的 1496名，占比超过 53%，其中中
德学院高达 73.7%，部分班级整班
同学选择留台工作。“台职人才”

“台职力量”已成为助力台州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响亮口号。

多措并举共推就业

“李老师，因我还未拿到毕业

证，公司说不能与我签约。”近
日，在临海临奥汽车有限公司实
习的汽车学院学生邱宇星打电话
给班主任李先伟，语气十分着
急。

了解事情原委后，李先伟立即
撂下手中活，火速赶赴临海。经过
一番耐心解释后，最终打消了企业
的顾虑，当场签下了就业协议。

这不是邱宇星独有的“待
遇”。就业季里，台州职业技术学
院党委书记、校长带头，组织师生
联系用人单位，为毕业生就业牵线
搭桥，提供“妈妈式服务”。同时不
断完善就业服务平台，对 3743名
毕业生全部建立就业台账，及时掌
握动态、追踪就业状态，并严格实
行周报制度。疫情期间，还开通网
上心理咨询服务热线，实时跟踪学
生就业进展和心理状况，及时开展
心理辅导。

“稳就业既关系民生，又关系
学校发展，更情系学生‘福祉’，我

们要坚持底线思维，主动作为，化
危为机，多措并举推动毕业生就业
工作。”台州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
记李昌道在就业工作会议上再三
强调。

疫情暴发，既是困难也是机
遇。为帮助企业渡过疫情难关，学
校启动暖企助企计划，以专业为单
位走访企业，了解企业的困难和用
人需求。针对企业实际，学校有的
放矢，除了为企业“雪中送炭”、解
决技术困难和“送智送课”、提供业
务培训外，学校还鼓励有条件的毕
业生入企参加顶岗实习，为企业

“供氧输血”，解决企业用工压力，
推动毕业生提前就业。

据统计，暖企助企行动计划实
施以来，学校共走访企业单位 92
家，共收到企业用工需求 106家，
技术需求 15 家，社会服务需求 7
家；参加顶岗实习的学生 2807人，
服务企业 1082家，一半以上学生
实现提前就业。

6月11日上午，绍兴柯桥区
首届应急（消防）技能比武暨

“安全生产咨询日”活动在绍兴
柯桥水务集团实训基地举行，
来自全区14个镇（街道）28支队
伍的 84 名参赛队员同场竞技。

比赛主题是“消除事故隐患，筑
牢安全防线”，分为企业“动火
作业”（焊接与热切割）现场操
作比赛和企业“应急技能三项”
比赛两个项目。

通讯员钟伟、徐晔 摄

■记者雷虹

6月9日—13日，金华市技师
学院举办了主题为“促双创 扩就
业 创青春”的“双创周”活动。

疫情之下，没有锣鼓喧天，
没有彩旗飘扬，没有人头攒动，
有的是师生们的一腔热情与汗
水。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基础上，
技能竞赛、创业之星大赛、室内
设计专业毕业设计作品展、机电
类专业作品展、“创新创业创青
春”讲座、云招聘等，在金华市技
师学院校园的角角落落兀自倾
情上演，疫情下，校园活力依然
四射。

技能竞赛是“双创周”的重
要活动之一，全校共有 14个专
业开展了技能比赛。各专业各
班级学生都踊跃报名，借此，学

生可以充分展示个人能力和风
采，增加对专业知识的实践与
积累，实现以赛促学的目的。

另一边，全校共组成了 11
支代表队，开展创业之星比
赛。参赛团队通过模拟经营一
家集研究、开发、生产、批发及
零售于一体的某行业的公司
（电子书行业模板），和其他若
干家“企业”（其他参赛团队）展
开激烈的市场竞争。通过软件
模拟系统自动评分，最终形成
竞赛名次。

为繁荣和丰富校园文化生
活，陶冶同学们的艺术情操，信
息艺术系室内设计教研组早早
就筹备了以《梦·家》为主题的
毕业设计作品展。这些设计作
品是 16室内设计班学生的毕
业成果，从去年 12 月开始征

集。受疫情影响，设计作品的
指导工作大部分由专业老师通
过线上进行，难度较以往增大
了很多，但整体水准却一点都
没有打折。它们主题突出、风
格鲜明、表现形式多样，充分展
示了广大师生对生活的热爱和
对专业的领悟。

与此同时，该院 2020年毕
业生云就业网上招聘活动拉开
序幕，截至目前，有今飞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浙江万里扬股份
有限公司等近百家当地企业报
名参加云招聘活动，学生可通
过校园网或学院公众号了解招
聘企业基本情况及招聘信息，
并利用一周的时间，与家人商
定选择企业和岗位，向学校统
一报名，招聘活动将在 6月 25
日前结束。

■赵远远、周湘梅

为全力保障今年第七届世
界互联网大会顺利开展，做好
重大活动安保任务，日前，嘉兴
市公安局举办“嘉兴市护网
2020网络安全攻防演练”，嘉兴
职业技术学院作为本次活动唯
一获邀的高校团队参加演练。
该校互联网学院林长浩、姜权
豪、诸葛雷三名“黑客小子”参
与此次“攻防实战演练”行动，
表现出色，获表彰奖励。

通过持续5天的高强度、多
方式的网络攻防对抗实战演
练，嘉兴此次护网行动有效检
验了防守方的应急处置能力，

有力督促嘉兴全市各级关键信
息基础设施主体责任单位进一
步提升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水
平。而作为“攻击方”的嘉职院
三名“黑客小子”，则成功完成
了主办方给予的任务，先后发
现了十余家单位的安全防护漏
洞，并利用漏洞顺利“攻击”了
目标系统。

嘉兴市公安局对嘉职院
“黑客小子”给予了高度评价，
对他们的技术能力充分肯定，
并为学子们颁发了“优胜奖”。
同时，希望他们在接下来的“世
界互联网大会”和“建党百年”
的网络安全保障工作中发挥更
大作用。

■通讯员高峰

“汽修实训室，对故障汽车进
行问诊、把脉、开药方”；“木制玩具
设计与制作实训基地，开展木玩制
作、木玩创客体验和运用机器换人
平台对各类自动化设备进行操作
及维护”；“电子商务实训室，模拟
电商平台进行体验、交易、运营和
实践”……

近日，在校园“小导游”的带领
下，云和县 600余名初三应届毕业
生分批来到云和县中等职业技术
学校，提前与各专业来了一次近距
离的“接触”。

在专业体验过程中，每一件作
品，每一处场景都吸引着同学们的
眼球。走进汽修实训室，同学们细

致入微地观察敞开着的发动机舱
盖的内部，对发动机的工作原理感
到好奇，惊叹能让汽车“起死回生”
的技术；

来到机械大楼，同学们看到一
件件匠心独运的车工作品，惊讶

“不差毫厘”的工艺，感叹职业技能
的魅力；

在旅游实训室，同学们围在中
餐摆台周围“细细品味”，称赞餐巾
折花的技法，新奇“脑洞大开”的创
意、想法……

每到一处，同学们都忍不住想
多看几眼，甚至想动手参与体验。

为让同学们树立自信，点燃他
们的理想之灯，获得 2019年中职
国家奖学金的云和职技校 17创新
班的夏兴华同学以亲身经历告诉

在场的同学们，只要勤学苦练技术
技能，凭借一技之长，在职高依然
可以弯道超车、实现人生价值。

“今天的参观和体验，不仅让
我感受到了职业教育的魅力，也仿
佛让我遇见了未来的自己。”初三
应届毕业生陈同学说，在体验技
能、感受价值观的同时，让他对自
己未来职业选择和职业发展有了
更深层的理解。

“职业教育是真正老百姓的教
育。”在云和职技校党总支书记、校
长陈伟华看来，职业教育正步入快
车道、迎来发展的“黄金时代”，同
学们只要坚持人品“不动摇”、学习

“不懈怠”、经历“不折腾”，读职高
照样可以百花齐放，成就出彩人
生。

■记者杜成敏 通讯员李才思

6月 11日下午，作为第 22届
浙江投资贸易洽谈会的重要活动
之一，温州科技职业学院与乌兹别
克斯坦塔什干国立农业大学、乌兹
别克斯坦鹏盛工业园区举行合作
签约仪式，共建乌兹别克斯坦鹏盛
丝路学院。

乌兹别克斯坦鹏盛丝路学院
是我省首家从事农业跨国人才培
育的“一带一路”丝路学院，设立在
乌兹别克斯坦锡尔河鹏盛园区内，
以两地院校为人才智库、科研技术
储备库。

乌兹别克斯坦鹏盛丝路学院的
成立，是温州科技职业学院主动对
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充分发挥

学院农科教一体化办学特色优势，
拓展中国特色职业教育海外影响力
的一项有力举措。近年来，该校积
极抓住“一带一路”建设重大机遇，
主动融入和服务“一带一路”倡议，
将农业职教特色作为落实浙江高教
强省战略的着力点，积极推动农业
科技和职业教育输出，为“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提供职业技能
型人才培养和农业科技援助。

温州科技职业学院副院长叶
曙光表示，下一步，温州科技职业
学院将以丝路学院作为学院扩大
职教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坚持立
足中国职教高地，与乌兹别克斯坦
校企同心同力，携手并进，打造有
内容、有特色的中乌“一带一路”丝
路学院。

■记者杜成敏 通讯员郑超

日前，温州科技职业学院举
行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 2018级校
企订单班签约仪式，包括必胜客、
肯德基在内的 9 家知名企业参
加。

看似一场普通的签约仪式，
实际上有着特殊的意义。“以往，
温州科技职业学院订单班签约仪
式通常在 11月份举办，今年提前
到 6 月就开班招生，是因为企业
需求强烈，订单班学生供不应
求。”温州科技职业学院党委委员
骆秋琴表示。

在一口气招收了 90多名订单
班学生后，必胜客人事经理刘楠楠
才松了一口气：“订单班合作一直
是公司招聘的重要内容，大学生可
塑性强，是企业人才非常好的储备
力量。今年，受疫情影响，公司复
工时对学生实习招聘很担心，这次
订单班来得很及时。”

与必胜客一样，现场参加仪式
的企业都对订单班非常欢迎，招生
的规模也从往年一个班收三四名
学生，扩大到了一个班近 40名学
生。当天，共有 200余名学生参加
了签约仪式。

订单班实现了学生就业和企
业无缝对接，既解决了企业的实
际困难，又有效拓宽了学生的就
业渠道。来自食品安全专业的王
梦婷表示：“订单班让我们可以早
点进入企业适应，多了一份安
心。”

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副院
长郑晓杰表示，本次校企合作企
业是学院精心挑选的，不仅看中
企业岗位与专业的相关度，更看
中该校企业的文化和精神及学
生学习的需求。同时，2018级订
单班也是该校“2+1”订单式教
育试点工作的一部分，是实现

“零距离”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的
一次尝试。

■通讯员朱小峰

为保障疫情期间学校毕业
生就业工作稳步推进，浙江商
业职业技术学院充分发挥基层
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
锋模范作用，成立“就业舒心
坊”，开展“一对一手拉手”促就
业行动。

该校由招生就业处统筹安
排，组织人事部、学工部、团委联
合推动，成立就业舒心坊导师团

队，发动全体教职工党员志愿
者积极主动报名成为就业舒心
坊导师，根据自身专业、工作经
验和优势为毕业生提供就业、
创业、升学深造、职业生涯规
划、法律法规、劳动权益、心理
疏导、形象礼仪、政策解读等咨
询服务。同时，学校还要求每
位中层及以上干部党员与一位
湖北籍毕业生或家庭贫困或心
理障碍或残疾毕业生结对，作
为就业工作结对联系人。

“仿佛遇见了未来的自己”
“职业”梦想在缤纷体验中“发芽”

全省首家！
农业跨国人才培育丝路学院成立

温州科技职业学院订单班提前招生

招生规模扩大10倍！

嘉兴开展“护网2020网络安全攻防演练”

嘉职院“黑客小子”
一战成名

应急技能比武

靶向培养人才，叫响“台职力量”

台职院毕业生就业率逆势增长

促双创 扩就业 创青春
金华市技师学院开展“双创周”活动

疫情之下校园活力依然四射

“就业舒心坊”
为学生就业保驾护航

火热的6月，高校毕业生陆
续迈出校园。人生中最重要的
毕业典礼，在今年这个特殊的环
境下显得格外与众不同。6月9
日上午 10 时，浙江纺织服装职
业技术学院通过微信视频平台
举行“云毕业典礼”，在近一小时
的毕业典礼中，校长致辞、宣读

各类奖学金名单和省级校级优
秀毕业生名单、师生代表发言，
同时在线上播放每个毕业班学
生的名字，每个学生的照片也会
出现在屏幕上。截至中午 12
时，共有累计近9万名师生和校
友通过客户端观看了直播或重
播。 通讯员王国海 摄

疫情下的“云毕业典礼”

学生参观汽修实训基地。

学生正在开展钳工项目的比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