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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3 月份我校就业工作进展情况 

◆ 3 月 11 日下午 3 点，我校建筑工程学院王秀兰院长、林海燕老师、卜阳

老师，高鹰老师一行人来到中邑国际大厦 39 层的布言布语软装公司进行

走访调研，进一步洽谈校企合作具体事项，布言布语公司代表刘主管等人

盛情接待并进行参观引导。 

◆ 3 月 19 日下午，我校校企合作办主任宋静敏教授、海洋学院副院长邹亚

男博士、海洋学院党支部副书记史克华、药品生产和经营教研室主任潘明

珠以及薛梅老师一同走访北京鑫开元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看望 2016 级顶岗实习学生。 

◆ 3 月 19 日下午，我校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罗爱玲、党支部副书记徐玲、市

场营销教研室主任马仕伟、物流教研室主任吴文娟、电子商务教研室主任

周秋利一行走访、调研海南蔚蓝时代实业有限公司。海南蔚蓝时代实业有

限公司翁总经理、孔凡坤副总经理、奥特莱斯欧阳总经理、人事部许振军

经理、百货部王娟经理一同参与了本次调研活动。 

◆ 3 月 20 日下午，我校经济管理学院财管教研室主任王莉老师和会计教研

室主任李曾逵老师一行前往海南优美内衣有限公司财务部走访调研，重点

了解企业目前会计人才需求及税法改革后企业账务处理的最新发展情况。 

◆ 3月 21日下午 4点，我校 2019年就业工作人员学习培训会在行政楼七楼

会议室 3召开, 培训学习会由党委委员、就业办主任邢琼勇主持，各二级

学院书记、辅导员和就业办工作人员共计 40人参会。 

◆ 3月 21、28 日我校旅游艺学院分别邀请两家校企合作的公司,中宅公司的

资深设计师和布言布语软装公司的李晖总经理走进课堂，为 2017 级建筑

装饰工程技术 1班、环境艺术设计 1班、建筑设计 1班的同学，进行专业

宣讲和经验分享。 

◆ 3月 22日下午两点半，我校交通工程学院开展“大师帮传带”教研活动。

活动同时，交通工程学院专任老师及学生为学校教职工提供了免费的汽车

检测维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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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25 日上午八点半，我校信息工程学院在图书馆一楼报告厅举办首届

“中兴新思杯”我的家乡主题演讲比赛。 

◆ 3月份，旅游艺术学院与海口华彩华邑酒店、三亚海棠湾天房洲际度假酒

店、三亚湾万豪度假酒店、三亚天域度假酒店及三亚海棠湾威斯汀酒店进

行了校企合作洽谈会。 

◆ 3 月 29 日下午，我校校企合作办宋静敏主任一行五人前往三亚南山文化

旅游区进行考察调研，洽谈校企合作事宜。 

◆ 3 月份，为了提高在校大学生的简历制作、应聘及就业技巧，增强学生的

综合素质，提高学生应聘的软实力和社会竞争力，尚优人力资源协会特此

举办首届校园模拟招聘大赛。 

◆ 3 月份，我校开展大学生预防网络诈骗主题班会，以严密防范招聘陷阱、

就业欺诈、“培训贷”、传销等不法行为，为提升我校学生防诈骗意识。 

◆ 3月份建立《海南工商职业学院残疾学生信息库》和《2019 届建档立卡贫

困毕业生信息库》，更进一步做好精准帮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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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建设丨走访企业，深入发展校企合作新模式 

2019 年 3月 11日下午 3点，建筑工程学院王秀兰院长、林海燕老师、卜阳

老师，高鹰老师一行人来到中邑国际大厦 39层的布言布语软装公司进行走访调

研，进一步洽谈校企合作具体事项。布言布语公司代表刘主管等人盛情接待并进

行参观引导。 

刘主管带领王院长及专业教师们参观了整个公司的办公环境，并给老师们详

细介绍了公司文化建设及公司的软装案例。软装设计是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其

目的包含 2个方面：①“物质建设”以自然的和人为的生活要素为基础内容，使

人体生理获得健康、安全、舒适、便利为目的；②“精神建设”以精神品质和视

觉传递方式的生活内涵为基础领域。具有“艺术性”和“个性”两方面。 

刘主管告诉大家，随着软装市场份额日渐增大，人才的需求量也日剧增多，

公司更是急需相关专业的人才，希望能加强与学校联系，共同发展校企合作关系，

实现双赢新局面。 

通过本次走访，我院教师代表们深入的了解了企业的文化建设、工作理念以及对

人才的需求等详细情况。同时也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增加了学院与企业之间

的沟通与交流，对我院培养应用型。 

  

基地建设 |看望顶岗实习学生 

2019 年 3月 19日下午，学校校企合作办主任宋静敏教授、海洋学院副院长

邹亚男博士、海洋学院党支部副书记史克华、药品生产和经营教研室主任潘明珠

以及薛梅老师一同走访北京鑫开元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看望

2016级顶岗实习学生。 

北京鑫开元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是一家从事医药新产品开发

的高新技术企业，海洋学院共有 48名药品生产

技术、药品经营与管理、食品营养与检测等专业

学生在此顶岗实习，学生分布在药物分析和药物

制剂岗位。他们把实习岗位当做“第二课堂”，

努力学习、积极实践，专业技能和职业素养不断

提升。企业特别重视这批新人的培养，针对学生

所在不同岗位制定培训计划，安排有经验的技术

人员对学生进行专业培训，每周至少安排一天进

行专业理论学习和实操训练。学生表示：在鑫开元学习工作很开心，他们会努力

做好本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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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领导与该公司总经理夏忠宁及负责制剂工艺、质量分析以及项目开发的

三位副总经理就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课程体系建设、实践课程的开展以及校企

合作方式等进行了探讨，双方均表达了深度合作、办好“第二课堂”的意愿。 

  

基地建设丨走访调研海南蔚蓝时代实业有限公司 

为了稳步推进更加深入、密切的校企合作，2019 年 3月 19 日下午，海南工

商职业学院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罗爱玲、党支部副书记徐玲、市场营销教研室主任

马仕伟、物流教研室主任吴文娟、电子商务教研室主任周秋利一行走访、调研海

南蔚蓝时代实业有限公司。海南蔚蓝时代实业有限公司翁总经理、孔凡坤副总经

理、奥特莱斯欧阳总经理、人事部许振军经理、百货部王娟经理一同参与了本次

调研活动。 

双方在以学生为中心，能力为本位的基础上就如何深化校企合作进行更加深

入的探讨。最终双方就合作专业、合作模式、课程实训、学生人文素质、精神气

质的培养、人才培养方案的共同修订、课程的开设、企业专家到学校开讲座、上

课、学校专业课老师到企业挂职锻炼、双方互相挂牌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

探讨并达成共识。 

本次实地走访调研，对进一步深化校企合作，对海南蔚蓝时代实业有限公司

与海南工商职业学院实现“优势互补、自愿共享、互惠双赢、共同发展”有较大

的促进作用，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多领域、多层次、多形式扎实有效的合

作，实现校企自愿有机结合和优化配置，助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校企合作丨会计和财务管理专业教师前往企业调研 

为了适应高职教育改革发展的新形势，响应学校 “校企合作和产教融合”

的号召，促进校企交流，提升会计人才培养质量。3月 20日下午，经济管理学

院财管教研室主任王莉老师和会计教研室主任李曾逵老师一行前往海南优美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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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有限公司财务部走访调研，重点了解企业目前会计人才需求及税法改革后企业

账务处理的最新发展情况。 

海南优美内衣有限公司是德国黛安芬集团公司摩下的香港黛安芬国际海外

有限公司在海南设立的外商独资企业，于 1992年成立。主要生产和销售内衣、

成衣、睡衣、泳装、休闲服、运动服等服装及服装辅助件，以及与自产产品同类

的商品的零售、批发和佣金代理（拍卖除外）等。海南优美内衣有限公司财务部

经理刘静对我院两位老师的到来表示欢迎，并引领老师参观了企业存储账簿区域

和办公环境。 

随后，刘经理在办公室招待了两位老师，并向两位老师进行企业发展、德国

企业文化、制度文化的介绍，并结合当前行业发展的趋势以及企业未来的发展战

略，介绍了企业在未来几年的会计人才需求、标准等。两位老师在认真听取刘经

理的讲解之后，就企业人才需求、人才培养模式和专业文化建设等方面进行了广

泛地探讨与交流。 

  

队伍培训丨我校召开 2019 年就业工作人员学习培训会 

3月 21日下午 4点，2019年就业工作人员学习培训会在行政楼七楼会议室

3召开, 培训学习会由党委委员、就业办主任邢琼勇主持，各二级学院书记、辅

导员和就业办工作人员共计 40人参会。 

首先，邢琼勇主任通报了 2019届毕业生目前的

就业统计情况。接着，他就本学期就业工作重点做

了部署：第一，要求 2019 年毕业生就业统计工作，

必须认真贯彻教育部就业签约“四不准”；第二，

各学院严格执行毕业生就业签约每周一报制度；第

三，各学院做好来访企业宣讲会对接和春季招聘会

工作；第四，各学院要积极做好就业跟踪工作，挖

掘就业创业典型人物，要特别关注建档立卡、残疾、

就业困难的毕业生群体，加强联动，不断推进 2019届毕业生就业工作。 

最后，就业办周志凤科长就就业协议书规范填写，毕业生就业监测系统就业

信息填写、毕业生报到证派遣要求等业务工作做了详细的讲解和培训，此次会议

旨在进一步提升我校就业工作的业务水平和工作效率，为实现我校毕业生充分就

业打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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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交流丨建筑工程学院邀请企业入课堂，开展专业分

享交流会 

为帮助同学们进一步巩固专业知识学习，跟进最新行业发展理念，消除在“软

装”知识中的困惑。建筑工程学院开展了以“软装室内设计的魅力”为主题的专

业学习交流会，由环境艺术教研室林海燕老师、高鹰老师于 2019 年 3月 21、28

日分别邀请校企合作公司进课堂，为 2017 级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1 班、环境艺术

设计 1班、建筑设计 1班，进行专业宣讲和经验分享。 

在专业交流课上，中宅公司的资深设计师们给 2017 级建筑设计一班的同学

们分享了精彩的室内设计经验，以及专业学习经验建议。在提问交流环节中，同

学们对自己感兴趣的设计行业发展趋势进行了不断的提问咨询，设计师们一一给

予详细的解答，并在“如何学好设计软件”上给学生提出了实用的意见。在专业

宣讲课上，布言布语软装公司的李晖总经理为

同学们讲解了在软装设计上如何用家具、布艺、

灯具、艺术品等装饰品去装饰布置空间。他给

大家讲到了软装的魅力，他认为软装是一门产

品布置的艺术也是一门熟能生巧的艺术。同时

李经理还引用了各种事例启发同学们在软装

设计上使用更多点子，并用一套案例为同学们

讲解软装设计上的主题，元素及内涵。 

本次校企合作单位进校园，通过课堂给大家提供了一次与设计师近距离交流。

同学们都表示收获满满，在今后的学习中更加重视在软件操作上的练习，将课堂

学到的知识与实践相结合。本次交流会不仅提高了同学们在软装设计上的见解，

还增加了学院与企业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对我院培养应用型、综合型人才起到了

积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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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实践 | 交通工程学院开展“大师帮传带”活动 

为了充分发挥技能大师在攻关、传艺、研发和职业精神等方面的示范作用。

3 月 22 日下午两点半，我校交通工程学院开展“大师帮传带”教研活动。活动

同时，交通工程学院专任老师及学生为学校教职工提供了免费的汽车检测维修服

务。 

打铁必须自身硬，要做到传授技艺，必须要有足够硬的底气，何振吉大师这

股底气来自至始至终对技术的热爱。为了让精湛的技术得到有效传承，何振吉大

师下了许多功夫在言传身教，授学生以“渔”，成立何振吉大师工作室就是最典

型的举措。成立大师工作室的一大目的就是满足学院学生、青年教师及企业员工

等更高的知识追求。何老师说，他是拿着一颗真心对待向他学艺的学生，“只要

他们愿意学，跟着我，就能学到技术”。 

此次活动，不仅为教职工的爱车提供了令人满意的检修服务，参与的师生也

是收获颇丰。他们一致表示，要以何振吉大师为榜样，学习他的工匠精神。在此

也感谢将爱车交给交通工程学院的教职工们的信任，感谢部分师生的倾情参与，

更要感谢何振吉大师不吝将技艺倾囊相授。 

  

就业指导丨举办“中兴新思杯”我的家乡主题演讲比赛 

当代大学生在学好专业技能的同时，更需要全面提升沟通表达等综合素质能

力。演讲比赛是表达沟通的体现形式之一，是一个提供给学生能够展示自我的平

台。为此，我校信息工程学院于 2019 年 3 月 25 日上午 8：30 分，在图书馆一楼

报告厅举办由信息工程学院联合中兴新思教育主办，2018 级移动通信技术专业

团支部承办的首届“中兴新思杯”我的家乡主题演讲比赛。 

本次活动受到我院领导和老师的高度关注，特别邀请到信息工程学院党支部

书记孙静辉、团总支书记余津洋、2018 级辅导员刘芝玲老师以及“中兴新思教

育”谢双老师担任本次比赛的嘉宾评委，出席本次活动的还有信息工程学院陈俊

副院长、移动通信技术专业教研组王晶晶老师和杨阳老师。 

比赛现场，各位参赛选手准备充分，对自己家

乡的描述妙趣横生，从当地景点到美食、文化、特

殊节日等，无不透露出同学们对自己家乡的热爱。

比赛过程中，还加入了“猜字谜”“脑筋急转弯”等

活动环节，并准备了大量的精美礼品送上。活动过

程中，主持人与评委老师和同学们的互动，为整场

活动增添了不少趣事！ 

活动的最后，孙静辉书记为此次演讲比赛做出总结讲话。首先孙书记为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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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顺利举行表示祝贺，在没有任何活动策划经验以及准备周期时间段的情况

下，能有今天成绩离不开活动组的精心准备和策划。孙书记积极鼓励同学们多举

行同类活动，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丰富个人的课余生活。 

   

校企合作丨旅游艺术学院 谋发展，协同育人创未来 

三月份期间，旅游艺术学院与海口华彩华邑酒店、三亚海棠湾天房洲际度假

酒店、三亚湾万豪度假酒店、三亚天域度假酒店及三亚海棠湾威斯汀酒店进行了

校企合作洽谈会。会议由蒋岚副院长主持，王鹏程书记及酒店代表参加会议。 

会议上，蒋岚副院长首先向各位代表的到来表示欢迎，希望借助搭建校企对

话平台，促进校企双方深度合作。接着，蒋岚副院长向酒店代表介绍了学院概况、

专业设置、师资队伍、实践教学等；随后，我院蒋岚副院长和王鹏程书记期待通

过校企深度合作，深化产教融合，实现双赢发展。酒店代表对我院多元化人才培

养理念表示高度赞同。 

最后，酒店代表介绍了企业概况、企业文化、管

理与经营理念、员工晋升、薪资与福利待遇、企业未

来发展规划等，表达了对人才的迫切需求，表明了与

旅游艺术学院确立校企合作的强烈意愿，希望建立长

期、紧密的合作关系，实现校企双方相互促进，合作

共赢。人才培养对于企业发展起到关键性作用，校企

合作为企业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符合社会潮流和

企业需求，企业参与是校企合作的必由之路，也是教

育持续发展的坚实依托，校企双方在人才培养和企业

实践中各自发挥优势，为社会培养更多高素质技能型

人才。在会议上，校企双方就人才需求、人才招聘、合作平台搭建、实习基地建

设等方面达成共识。 

本次洽谈会的成功举行，发挥了我院与酒店的双方优势，有力促进了专业人

才培养与企业人才需求的精准对接，为校企双方进一步开展多层次、多形式、多

领域的合作，提供更多空间，为实现校企资源的有机结合和优化配置，共同培养

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提供了新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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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合作丨我校赴三亚南山文化旅游区洽谈校企合作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加强产教融合，推动校

企合作，3月 29日下午，我校校企合作办宋静敏主任、交通工程学院毛矛院长、

信息工程学院陈俊副院长、海洋学院邹亚男副院长、旅游艺术学院王鹏程书记一

行五人前往三亚南山文化旅游区进行考察调研，洽谈校企合作事宜。南山文化旅

游区人事部经理史美英、苏小梅全程参加调研和洽谈。 

洽谈会上，宋静敏主任和各学院院长就我校的办学情况和专业设置进行了介

绍，史美英经理对景区情况和相关专业实习岗位进行了介绍，双方就合作方式和

途径进行了深入交流与沟通，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 

一直以来，我校十分重视校企合作，按照职业教育“五个对接”标准要求，

我校积极推动各专业与企业的对接合作，为学生拓展更多的实习就业平台，提高

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为企业输送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 

三亚南山文化旅游区是建国后国务院首次批准的“寺、像合一”的以佛教文

化、福寿文化、生态文化为主题的超大型文化和生态旅游景区，也是海南规模最

大的国家首批 5A 级景区。三亚南山文化旅游区表示将于近期来我校开展企业宣

讲、招聘实习生和毕业生活动。双方将在旅游管理、酒店管理、会计、财务管理

等专业建立合作关系。 

  

就业指导丨首届校园模拟招聘面试大赛 

为了提高在校大学生的简历制作、应聘及就业技巧，增强学生的综合素质，

提高学生应聘的软实力和社会竞争力，尚优人力资源协会特此举办首届校园模拟

招聘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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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指导丨我校开展大学生预防网络诈骗主题班会 

我校开展大学生预防网络诈骗主题班会，以严密防范招聘陷阱、就业欺诈、

“培训贷”、传销等不法行为，为提升我校学生防诈骗意识。通过此次班会，意

在用众多鲜明的事例，对学生进行网络安全、健康、文明教育，使其具有正确对

待网络的思想，并能充分利用网络资源，从我做起，携手建设网络世界。 

为使学生了解网络借贷的风险与危害，进一步加强自身安全意识。会议由辅

导员主持，全体学生共同参加。 

会上，首先对网络贷款的基本情况向同学们进行了简要概述，并强调了当今

校园贷款发生的普遍性与频繁性。通过大学生网络贷款无法偿还的典型事例向我

们说明了有些网络贷款者的目的并不单纯以及增强防范网络诈骗意识的重要性。

辅导员对于兼职刷单、网上购物与网上交友三项最为频繁的诈骗手段进行讲解分

析，并强调，要始终坚持“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的基本原则。最后，老师

建议，要树立理性消费的观念，同时不断提高自身防范各种风险的意识，在遇到

涉及大额金钱往来的事件时，应及时联系家长和老师进行鉴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