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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就业

促和谐

江苏省淮安技师学院创新构建学生实习就业“
快速路”
学生实习就业工作是职业院校教育教学的一项重要工作。 近年来，江苏省淮安技师学院积极联系省、市内数百家知名企业，主动对接企业人
才需求，为企业量身定制人才培养方案，形成定期校企交流活动机制，建立了广泛而稳定的校企合作关系，为学生实习就业保驾护航。又到一年学
生就业实习季，院学生工作处未雨绸缪、精心规划，10 月中下旬与各系积极配合、多措并举，成功构建学生实习就业“快速路”，为应届毕业生们提
供了多套就业实习指导方案。

校企深合作
应届毕业生最大的就业问题就是缺乏
工作经验和自我认知。 为了让毕业生能够
更快地适应企业岗位， 实现学院学习与企
业就业的顺利过渡，近年来，学院始终坚持
将校企合作贯穿于教育教学全过程， 从校
企文化环境对接到校企生产环境对接，定
期开展企业生产模式进校园和学院课堂教
学进企业等活动， 为学生实习就业搭建一
条快速通道。
十月中旬， 电气工程系 2013 级电子高
职班的 50 名学生前往苏州汇川技术有限公

开通实习就业“快车道”

司展开校外教学型实习。 本次校外实习在
校企双方共同配合下， 企业为学生提供了
优质的实训平台。 实习前，学院为实习学生
开展了就业实习辅导讲座， 邀请企业进校
宣讲，在为期两个月的实训中，学生将结合
实习方案和企业实训内容， 每人撰写一篇
毕业论文，真正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培养
了学生团队协作意识与独立工作的能力。
为了妥善安排教学实习， 提高实习教
学效果， 化学工程系多次到企业联系洽谈
校企合作，与企业就学生实习岗位、实习环

政校企联动
10 月 19 日下午， 在市人社局就业管理
中心、开发区和金湖人社局的大力支持下，学
院 2017 年校园招聘会如期举行，来自淮安当
地近 60 家企业走进校园参与招聘。 本次招聘
会共提供用工岗位数 700 余个， 涵盖机械制
造、汽车维修、电子信息、计算机技术、电商服
务等十多个行业， 基本上覆盖了学院的所有
专业。 招聘会现场人潮涌动，气氛火热。 很多
学生主动走到自己心仪的企业窗口， 大方地
进行自我介绍，积极与招聘人员交流，了解用
人单位情况，积累了宝贵的应聘经验。 短短两
小时内， 企业便收集学生个人简介 97 份，企
业发放招聘简章 800 多份， 毕业生与各企业
现场达成初步意向就达 218 人次。
除了举办大型招聘会，今年，学院各系部

节等具体细节进行磋商。 在实联化工主要
领导的大力支持下， 今年 10 月，H13501 高
职班的 40 名学生到实联化工旗下的两家企
业， 在十多个岗位上进行为期三个月的教
学实习。 实习中， 学生们与师傅们同甘共
苦，以“钉钉子”精神，虚心向师傅请教，及
时总结经验教训， 并将自己所掌握的理论
知识运用于工作和生活实际， 对书本知识
的理解得到进一步地巩固和提高， 培养了
在理论知识的指导下观察、 分析和解决问
题的实际工作能力。

创造双向选择“多车道”

继续积极联系专业对口企业， 确保学生参与
对口实习。10 月 9 日至 10 月 27 日，学院信息
技术系、 机械工程系先后邀请淮安市泰盈集
团、苏果超市、保利大剧院、货车帮、苏州精英
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来校宣讲，
2017 届毕业生参加了宣讲会。 会上，各家企
业代表通过播放宣传片、PPT 展示等方式向
同学们介绍当前就业形势、企业文化、运营方
式、员工福利以及员工工作生活等内容。 同学
们结合所学专业，就关心的工作内容、工作地
点、 薪资待遇和发展空间等问题与企业代表
展开了互动交流。 宣讲会结束后，苏果超市和
保利大剧院工作人员带领学生走进企业实地
参观学习，机械工程系的 60 名学生直接进企
业开始了二个月的教学型实习。

厚植工匠文化

10 月 24 日， 数控技术系举办数控
专场招聘会，系部特邀东方环晟光伏(江
苏)有限公司、江苏清投视讯科技有限公
司、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及江
苏凌特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四家企业来
院招聘。 招聘会现场，四家企业人事部
主管分别向同学们介绍公司的概况、招
聘岗位、员工待遇、职业发展方向以及
人员需求等方便情况。 参加应聘的同学
针对感兴趣的问题积极提问，现场气氛
十分活跃， 并有 27 名学生现场与企业
达成了就业意向。
目前， 学院应届毕业生的实习就业安排
工作已接近尾声。 接下来，学院将继续做好实
习就业学生的跟踪服务管理工作， 帮助学生

育部机械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刘
思峰在院报告厅作《工匠精神——
—技能改变
人生，坚持成就梦想》专题讲座。 讲座中，刘
主任围绕“什么是工匠精神、为什么要弘扬
工匠精神、如何传承工匠精神”三个方面深
刻诠释了工匠精神的内涵，并列举了历史上
中外工匠精神典型事例和丰富的现代工匠
精神案例进行深入阐述。他还教导学生要有
积极的心态，做感恩者，不做抱怨者，要端正
态度，专注于自己所学知识，将平凡的事做
到极致。
10 月 27 日下午， 学院邀请国家级督
导、华东石油技师学院原副院长、正高级讲
师钟明煊来院作 《怎样做好一名优秀教师》

专题讲座。 讲座中，钟教授结合自身经历从
教师的职业规划、教师的职业修养和教师的
职业能力三个方面讲授了如何做好一名优
秀教师。 他指出，做好一名优秀教师应当给
自己的职业生涯设定一个目标，并且高效地
去实现目标， 同时应当具备较强的专业知
识、开阔的胸怀、良好的师德修养和主动担
当的精神，爱岗敬业，关爱学生，树立终身学
习的理念，感恩社会、感恩学校、感恩同事。
两位专家高水平、高质量的讲座让我院
师生开拓了眼界、丰富了知识，为学院广大
教师今后的职教育人道路指明了方向，为学
院内涵建设的稳固发展夯实了基础。
（陶璇 沈浩）

“
联通杯”江苏省淮安技师学院师生足球联谊赛在院开赛

为充分体现和发挥学院民主党派教师参
与学院文体建设热情，提高学生身体素质，增
强师生间的友谊和交流，11 月 2 日下午，在

学生进企业参加教学型实习
迈好走向社会的第一步。
（禹军 郑琳琳

沈浩）

争做优秀教师

学院邀请省级职教专家来院讲学

为进一步厚植工匠文化，感悟与践行工
匠精神，丰富校园文化内涵，帮助学院教师
规划职教生涯，10 月，学院先后邀请了两位
省级职教专家来院开讲。
10 月 16 日下午，学院邀请航空工业金
城集团培训中心主任、 江苏省首席技师、教

2017 年校园招聘会现场

院党委的关心下，由院统战处联系、中国联通
淮安分公司赞助，民建淮安技师学院支部、院
团委联合举办的“
联通杯”江苏省淮安技师学
院师生足球联谊赛在院足球场如期开赛，由
教职工队分别对阵学生新生队和老生队。
绿茵场上， 师生双方着装整齐、 队形缜
密， 伴随着裁判员的一声哨响， 比赛正式开
始。 盘带、过人、射门，凭借着娴熟的技术，细
腻的脚法和默契的配合， 双方在赛场上展开
了一次又一次激烈的交锋，为场边的老师、同
学们带来了一场激动人心的比赛！ 经过一番

激烈角逐，最终，教工代表队上半场对阵新生
队以 5：0 胜出， 下半场对阵老生队以 1：1 握
手言和。
本次足球联谊赛， 不仅丰富了学院学生
的课余文化活动，磨炼了同学们的意志，增强
了团队合作意识，而且拉近了师生间的距离，
展现了我院师生积极向上、拼搏进取、和谐文
明的良好精神面貌。
（杜清平 陈婧）

市职业资格鉴定理论科目
机考试点工作在院进行

11 月 4 日，淮安市职业资格鉴定首次实行理论
科目机考改革试点。 机考考试安排在学院试点机房
进行，市鉴定中心主任葛恒淮及专家组一行来院试
点机房观摩调研，仔细观看了机考全过程。
此次机考考试时间为 90 分钟，电脑随机出卷，
考生做完试卷可以点击系统设置的 " 提交 " 按钮结
束作答，考生须控制好答题时间，把握好考试进度，
按时完成试卷并提交。 考试结束后，专家组在现场
对考试细节展开热烈讨论，并提出了进一步改进意
见，市鉴定中心及专家组对学院高度的执行力和严
谨细致的工作作风给予了赞扬。
实行机考改革有利于提升职业资格考试的公
信力、提高教学和考试工作效率，未来市职业资格
鉴定机考将逐步推广。 （颜志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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