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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5 月份我校就业工作进展情况 

 5月 3日，由建筑工程学院组织的广州南方测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见新

•见未来”校园宣讲会在第一教学楼多媒体教室 4 举行。2018 届毕业生参

加会议。广州南方测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负责人通过 PPT展示了

公司概况、项目基地、分公司地理分布、入职后的继续深造等方向。 

 5月 8日，就业办通过学校官网、微信公众平台等网络方式发布“2018届

毕业生春季公益性校园招聘会邀请函”，对提交报名资料的企业资质进行

审查，根据网络调查分析、学生意向的企业、岗位进行筛选。 

 5月 14日，就业办在行政楼八楼会议室 2组织召开关于 2018 年海南省高

校毕业生办理报到证相关说明学习培训会议。会议由周志凤老师主持，全

体毕业班辅导员参加。会议分析了 2018 届毕业生基本信息填写及核对情

况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并就 2018 年海南省高校毕业生办理报到证相关要求

做出工作部署。 

 5月 15日， 就业办、思政课部联合举办以“如何制作一份吸引人的简历”

为主题的讲座在就业办洽谈室举行。思政课部袁宏教授主讲，就业办张用

帅老师、毕业班学生参加本次讲座。本次讲座从简历制作、职业规划、面

试技巧、面试心理等方面遇到的问题给予了正确的指引。 

 5 月 18 日，由海洋学院举办的“海南海力制药有限公司校园宣讲会”在

多媒体 41 教室举行。2016 级药剂专业和 3+2 药物制剂技术专业共 40 名

学生参加。此次宣讲会的开展，为我院药剂专业的学生的实习，提供了新

的选择，提高了学生求职的效率。 

 5 月 18 日下午，第四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暨 2018 年

“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海南工商职业学院校内选拔赛在我校第二

学术报告厅隆重举行。本次大赛由我校教学科研处和校团委联合举办。校

长符勇，副校长陈立丽、林昭华，总督学杨好伟以及各教学院部的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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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等出席了大赛。 

 本次大赛特别邀请了来自校外企业界的创业专家参与比赛的评判工作。海

口市青年创业导师团导师、北京星际创想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谢占和

海南益新隆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彭民万，与我校的创新创业导师共同组成

了 11人的大赛评审团。 

 5 月 20 日，就业办周志凤老师前往参加由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澄

迈县人民政府、省教育厅、共青团海南省委共同举办的、由海南省人力资

源局承办的 2018“第九届海南省创业大赛”启动仪式暨创业大赛成果展。 

 5月 22日，我校在行政楼七楼会议室 3召开 2018年春季公益性校园招聘

会工作协调会，副校长陈立丽出席会议，相关职能部门领导、各二级学院

院长、书记参加会议。会议由就业办邢琼勇主任主持。会议解答了《海南

工商职业学院 2018年春季公益性校园招聘会实施方案》，要求各部门要做

到组织和落实双到位。陈立丽副校长做工作要求，并指出招聘会工作中需

要注意的问题。 

 5 月 28 日，由信息工程学院举办的“广东南方通信建设有限公司校园宣

讲会”在教一 509多媒体教室（10）举行。本次宣讲会，南方通信公司充

分肯定我校学生的专业知识和能力水平，并向我院学子抛出橄榄枝，期待

大家能够加入。 

 5 月 31 日，由信息工程学院举办的“广东东研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校

园宣讲会”在教一 509多媒体教室（10）举行。企业主讲人以 PPT的形式

介绍企业简介、企业文化、岗位需求及教导员工进行发展规划，为 2016

级学生顺利顶岗实习提供了保障，该活动构建了用人单位与学生的交流平

台。  

 5 月 31 日，为了顺利举办 6 月 1 日校园招聘会，就业办邢琼勇主任带队

就业办全体老师赴会场进行场地布置，提前准备好会场所需资料和物品，

并做好企业车辆等后勤保障。 

 本月通过就业办官网、微信公众平台发布就业信息 78 条，提供就业岗位

349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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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学院举办“广州南方测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校园
招聘宣讲会 

为了给 2015 级毕业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也给即将实习的

2016级学生提供更好的实习平台，5月 3日下午五点，建筑工程学院

在第一教学楼多媒体教室 4举办“见新·见未来”招聘宣讲会，此次

校园招聘宣讲会由广州南方测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宣讲。 

 

招聘宣讲会以视频形式进行展示，由广州总部人力资源顾问盛

国璇介绍公司情况。一直以来，南方测绘专注测绘地理信息行业，以

振兴民族产业为己任，坚持自主创新，陆续实现了测距仪、电子经纬

仪、全站仪、GNSS 等一系列测绘仪器的国产化。观看过程中，同学

们保持安静，认真了解，视频结束后，海南分公司总经理李小龙还分

享了自己在公司的一些经历，以此来勉励同学们，让同学们对未来就

业有了更大的信心。 

此次招聘宣讲会的举办，不仅提高了同学们实习的积极性，而

且让同学们认清了自身不足与短处，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中，相信他

们会更加注重自身能力的培养，技能的加强，完善自我，强化自我，

为实习做好充足的准备。 

 

 



海南工商职业学院就业工作简报（第 4 期） 

就业办召开 2018年毕业生办理报到证学习培训会 

5月 14日下午，2018年海南省高校毕业生办理报到证相关说明

学习培训会议在行政楼八楼会议室二召开，会议由就业办周志凤老师

主持，全体 15级辅导员参加。 

首先，周志凤老师分析了 2018届毕业生基本信息填写及核对情

况的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并要求各学院毕业班专职辅导员，认真核实

毕业生人数、核准毕业生基本信息，及时收缴、整理毕业生就业协议

书并及时上报更新毕业生就业信息。 

然后，就 2018年海南省高校毕业生办理报到证相关要求，从报

到证办理所需材料、毕业生资格审查、报到证的发放对象、报到证派

遣单位的填写以及毕业生报到、改派、暂缓派遣、广东生源的毕业生

派遣和毕节市毕业生档案邮寄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讲解。 

 

就业办举办“如何制作一份吸引人的简历”专题辅导班 

5月 15日，就业办邀请了思想政治教学部袁宏教授在行政楼一

楼就业办公室为学生开展《简历制作》的专题辅导班。 

首先，袁宏教授提出我们在写简历时的注意要点：第一：学会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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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位描述中读懂企业的需求；第二：重匹配，显自我。并阐述了写简

历的四大原则——真实、独特、相关、简洁。其次介绍了简历的要素

（包括个人信息、求职意向、自我评价、实习实践、教育背景、专业

特长、其他信息等）。并重点对自我评价和实习实践的撰写进行了描

述。最后，老师总结了如何写好一份简历。在讲座的最后为互动时间，

老师对大家就关于简历制作问题进行了解答和分析。一份好简历是我

们工作的敲门砖。我们只有不断总结和完善，才能写出一份好简历，

找到一份好工作。 

 

本次活动分为简历制作、职业规划、面试技巧、面试心理等专

题，由就业办和思政课部联合开办，邀请校内专家为学生每周开展一

次专题辅导班，促进我校学生就业工作。 

海洋学院举办“海南海力制药有限公司”校园宣讲会 

为了拓宽学生就业渠道，了解企业用人要求，我院于 2018年 5

月 18 日下午 14：30 在多媒体 41 开展海南海力制药有限公司的药剂

专场招聘会，2016级药剂专业和 3+2药物制剂技术专业共 40名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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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场参加。 

 

海南海力制药有限公司隶属特一药业集团始建于是 1992年，是

一家集药品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高科技企业。经营品种达 100

多个，产品涵盖心脑血管类、胃肠类、抗菌类、抗感冒类、化痰止咳

类、抗过敏类、肝胆类、降糖类、儿科类、妇科类等多个中西药物制

剂，市场覆盖全国。秉承“品质创造品牌、合作创造价值”的经营理

念，此次宣讲会主要招聘岗位有 QC、QA、生产管理员、生产储备干

部、工艺员等。学生对该企业较为感兴趣，当场投递简历并参加面试

的有 22人。 

此次宣讲会的开展，为我院药剂专业的学生的实习，提供了新

的选择，提高了学生求职的效率。 

就业办前往参加“2018 第九届海南省创业大赛启动仪式暨

创业大赛” 

为进一步落实我校实践育人的教学方针，深化就业创业工作，培

养和提升大学生的创造精神、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促进实现以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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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动就业。5 月 20 日上午，就业办周志凤老师前往复兴城互联网创

新创业园参加 2018“第九届海南省创业大赛”启动仪式暨创业大赛

成果展。 

 

就业办召开“2018 年春季公益性校园招聘会工作协调会” 

为进一步推进我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实现充分就业，提高就业

质量”，根据省就业局的安排，我校拟于 6 月 1 日开展 2018 届毕业

生春季公益性大型校园招聘会。 

为了做好本次招聘会工作，5月 22日下午 15:00，我校在行政楼

7楼会议室 3召开工作协调会，副校长陈立丽出席会议，相关职能部

门领导、各二级学院院长、书记参加会议。 

首先邢琼勇主任解答了《海南工商职业学院 2018 年春季公益性

校园招聘会实施方案》，明确工作任务，要求各部门务必精诚团结、

密切配合；各项工作要做到专人负责，考虑周全；切实做到组织和落

实双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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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结合工作实际与会人员对 2018 年春季公益性校园招聘会

实施方案内容进行讨论并提出意见，齐心协力共同圆满完成招聘会服

务工作。 

 

最后，陈立丽副校长做工作要求，她首先充分肯定了就业办及各

部门所做的准备工作，为确保招聘会圆满成功，同时也指出了需要注

意的六个问题。一是企业，招聘会对学生就业，从而成就事业至关重

要，要为参会的企业提供优质服务。二是学生，合格学生是培养教育

的目标，是推荐给企业的“产品”，是对教学成果的检验。三是学院，

学生在学院，动员学生，认真组织是开好这次招聘会关键中的关键。

四是处室，就业办要统筹协调，相关部门要协同合作，步调一致。五

是氛围，要把气氛营造好、招聘现场设计好、精准服务好、后勤接待

好、环境清理好、秩序维持好、媒体宣传好。六是实效，促成更多学

生达成就业意向协议或签约，让企业满意、学生满意、社会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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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工程学院举办“广东南方通信建设有限公司“校园宣讲会 

信息工程学院响应学校开展“2018 年毕业生就业服务月”活动

的号召，举办了 2018年企业宣讲会，保障学生顺利就业。5月 28日

下午，广东南方通信建设有限公司在教一 509 多媒体教室 10 举行了

企业宣讲会，信息工程学院副院长陈俊、辅导员李星星、2015级毕业

生及 2016级移动通信专业全体学生参加了本次宣讲会。 

 

广东南方通信建设有限公司招聘岗位有网优技术人员及干扰整

治技术人员，该企业宣讲流程主要有四方面：一是主讲人以 PPT形式

展示并讲解了企业简介，企业文化及岗位需求；二是企业答疑环节，

解答学生应聘疑问；三是学生提交简历；四是企业进行现场面试。 

本次宣讲会，南方通信公司充分肯定我校学生的专业知识和能力

水平。并向我院学子抛出橄榄枝，期待大家能够加入。同学们对广东

南方通信建设有限公司也有了深入的了解，有的同学把自己的简历投

给该公司，企业进行了现场面试。本次宣讲会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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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工程学院举办“广东东研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校园宣讲会 

2018年 5月 31日下午 2点 30，广东东研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来到我院，在教一 509 多媒体教室 10 举行了企业宣讲会，进行通信

设计人员的招聘。信息学院副院长陈俊、辅导员李星星、教务干事羊

美清、2015级毕业生及 2016级移动通信专业全体学生参加了本次宣

讲会。 

该企业主要招聘通信设计人员，工作场地是广东省内各地市及海

南等。宣讲流程从以下几方面展开： 

 

首先企业主讲人以 PPT的形式介绍企业简介、企业文化、岗位需

求及教员工进行发展规划。 

接着是回答学生的应聘疑问，比如待遇问题、工作环境问题等，

最后学生提交简历，企业现场面试。如果有的同学没考虑好，也可以

后续通过学院专任教师推荐简历，然后企业与学生进行电话面试。 

信息学院举办的就业宣讲活动为 2015 级毕业生的顺利就业创造

了良好环境，为 2016 级学生顺利顶岗实习提供了保障，该活动构建

了用人单位与学生的交流平台，积极为用人单位输送了人才，同时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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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找到了满意的工作。 

我校隆重举行第四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暨

“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海南工商职业学院校内选拔赛 

5 月 18日下午，第四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

赛暨 2018 年“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海南工商职业学院

校内选拔赛在我校第二学术报告厅隆重举行。本次大赛由我校教

学科研处和校团委联合举办。校长符勇，副校长陈立丽、林昭华，

总督学杨好伟以及各教学院部的院长、书记等出席了大赛。 

本次大赛特别邀请了来自校外企业界的创业专家参与比赛

的评判工作。海口市青年创业导师团导师、北京星际创想教育科

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谢占和海南益新隆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彭民

万，与我校的创新创业导师共同组成了 11人的大赛评审团。 

 

本次大赛自 4月份启动报名以来，各学院积极组织动员师生

参赛，全校共报名参赛项目 93 个，报名数几乎是去年的 3 倍，

参赛师生达 500 余人。经过各学院激烈的初赛比拼，共有 28 个

团队来到决赛现场。比赛开始后，各项目团队依次上台进行了项

目展示，选手们都拿出十八般武艺，在规定的 4分钟内尽可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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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项目的细节呈现出来。“素泥·匠人”项目团队用视频与演讲

结合的方式，把私人定制的创意工艺品的制作过程呈现出来，取

得了良好的现场效果；“掌上花果山”项目团队用立体实物模型

向评委和观众直观展示了他们的“梦想家园”。在两分钟的现场

答辩环节，选手们面对评委的提问毫不胆怯，或信心满满，或优

雅风趣，淡定地回答了评委的问题，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最终，“素泥·匠人”等 4个项目获得了一等奖，“小泥巴

APP”等 7个项目获得了二等奖，“星崛乡村连锁幼儿园”等 10

个项目获得了三等奖，还有 7个项目获优秀奖。信息工程学院还

获得本次大赛最佳组织奖。 

 

特邀校外创业导师谢占在赛后点评中说，同学们的创新创意

火花和优异的现场表现令他感到兴奋和激动，同时他还提醒项目

团队成员在比赛和项目落地的过程中要注意知识产权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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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符勇校长最后作大赛总结讲话。他充分肯定了大赛的组

织和评判工作，并指出比赛从规模、影响力和参赛项目质量等方

面均有显著提升。他希望各学院认真总结、分享好的经验和做法，

加大宣传力度，将创新创业精神深入到每一位学生，调动师生参

与的积极性，鼓励跨专业、跨学院合作；同时各学院要将比赛的

成果、经验以及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反馈到教育教学过程中，做到

教学与竞赛的紧密对接，从培养方案、课程体系、教学方法、制

度创新和实践环节等方面不断探索创新创业教育新模式。 

我校将从本次大赛选出优胜团队参加 6 月份的第四届中国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和“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

大赛省级赛。预祝代表学校出征省赛的项目团队在接下来的比赛

中取得优异成绩。 

2018届毕业生校园招聘会前期工作 

为了顺利迎接 6月 1日的校园招聘会，就业办邢琼勇主任带队就

业办全体老师赴会场进

行场地布置，桌椅摆放、

现场条幅及各企业招聘

海报、展位布置、认真核

实企业一览表是否与展

位号相符合，提前准备好

会场所需资料和物品，并对接好企业车辆等后勤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