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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徐珊珊 通讯

员 陈海航）

记者从广州航海学院获

悉，为提升就业质量，该校出台《广州

航海学院进一步促进就业工作实施

意见》，实施就业工作“一把手”工程，

建立二级学院党委就业工作责任制、

就业工作督察机制和去向落实率末

位约谈机制。 其中，土木与工程管理

学院在2019、2020、2021年连续3年蝉

联广州航海学院毕业生去向落实率

第一名，成为学校就业与人才培养工

作的标杆学院。

据介绍， 学院党委班子成员以

“我为师生办实事”为契机，“点对点”

深入系、班、寝室一线开展毕业生就

业调研，详细了解学生当下迫切需要

解决的生活学习难题和最真实的就

业需求。 组建以专业教研室党员教

师、 辅导员为主的定点服务团队，开

展“一对一”专业辅导，把好高质量就

业“思想关”。

同时，积极向毕业生提供精准信

息服务、精准意向服务和精准跟踪服

务。 比如，在每年9月至12月的毕业初

始季，重点推荐毕业生参加企业招聘

宣讲；重点关注困难生、建档立卡生，

点对点、人对人发送就业信息。 建立

未就业学生档案，“一人一档”“一人

一策”。 联系学生本人和家长，家校合

力共促就业。 通过电话、微信等途径，

坚持追踪每一名毕业生的就业动态，

直到找到理想的岗位。

学院与许多大型央企国企建立

稳定的毕业生就业合作关系，为毕业

生提供更多、更好的发展机会。 近年

来，学院成功推荐毕业生分别在中交

四航务局、 中铁广州工程局集团、保

利长大、中冶集团、北京土木等大型

单位就业；先后为2021届毕业生引进

25家大型企业召开专场招聘会，参加

校级招聘会企业14家， 可提供岗位

380多个。 2021年11月，广州航海学院

与中铁广州局集团第二工程公司签

订“定制班”合作协议，2022年第一批

“定制班”为30人。

近三年学院对毕业生和用人单

位的调查结果显示，土木与工程管理

学院毕业生普遍受到用人单位欢迎，

认为该院毕业生“工作能稳得住、能

吃苦、职业素养好、专业知识适用、学

习能力强”。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淑仪 通讯

员 刘阳 ）

“将水、 黄油、 盐、 细砂

糖一起倒入锅中， 用中火加热慢慢搅

拌……” 5月14日， 在广东外语外贸大

学南国商学院 （

下称 “南国商学院”

），

餐饮项目研发中心厨师吴江成正在

“手把手” 教同学们制作香草泡芙。

该校从上周起开设厨艺培训班， 至6

月底， 学生每周末都可跟着大厨学习

厨艺。 据了解， 厨艺培训班形式新

颖， 内容丰富实用， 吸引了上千名学

生报名， 十分“火爆”。

雪花酥、 麻薯包、 焦糖布丁、 蚝

仔烙……厨艺培训班为同学们准备的

“课程” 既有西式点心、 日式餐饮和

果子， 还有湘菜、 潮州菜等， 兼具美

味和颜值。 “学生处面向全校宣传，

一天时间就报满了， 最后按学生报名

先后顺序进行刷选， 报名过程中不乏

教职工咨询。” 学校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 此次厨艺培训班吸引了上千名

学生报名， 但由于受场地等条件限

制， 每节课仅有10个名额， 一上线就

被“秒空”， 上课名额可谓“百里挑

一”。

为确保教学质量， 南国商学院选

拔了一批技术过硬、 沟通能力强的金

牌厨师兼任培训老师。 温建华是学校

餐饮项目研发中心出品部主管， 擅长

制作中式、 西式面点， 该校餐厅招牌

菜式“天鹅酥” 就出自他手。 “能够

教会学生掌握一些烹饪的技艺， 我觉

得非常有意义、 有成就感。” 温建华

说。

据了解， 开设厨艺培训班是该校

开展劳动教育的其中一项内容。 一直

以来， 南国商学院多措并举鼓励学生

积极参加劳动。 如开设园艺通选课，

由园艺专业的教师指导理论与实践，

利用“开心农场” 教会学生劳作； 为

学生提供勤工助学岗位， 鼓励学生通

过劳动获取报酬等。

该校副校长赖志立表示， 开展劳

动教育有助于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

观和劳动态度， 养成劳动习惯。 今

后， 学校将不断丰富劳动教育内涵，

并计划将劳动教育纳入学分体系。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徐珊珊 通讯

员 黄菲青）

5月13日， 广州理工学院

师生艺术设计作品展在高剑父纪念馆

开幕。 广东省民办教育协会、 高剑父

纪念馆、 广州理工学院等负责人、 嘉

宾以及兄弟高校专家学者共30多人出

席了开幕式。

本次展览共展出艺术及设计作品

100件。 作品类型既有数字媒体艺术作

品、 空间表达方案、 平面设计作品，

也有综合媒材制成的画幅、 油画、 装

饰画等， 出自不同艺术和设计领域。

广州理工学院师生在研习设计方法和

艺术语言的同时， 契合新时代需求和

中国传统文化， 不难看出他们对艺术

与设计的探索精神。

该校多年来遵循艺术与设计并举

的教育发展方针， 深化课程改革， 探

索“师生成长共同体” 创新教学机

制。 本次展览突显该校艺术设计学科

的综合优势和协同创新特色， 汇集环

境设计、 视觉传达设计、 数字媒体艺

术、 产品设计等专业的创新设计和艺

术创作作品。 静态展区以师生个人创

意风格划分为展板展示区、 展台展区

和平面海报展区、 模型展区、 客家文

化展区； 动态展区则播放数字媒体艺

术专业师生动画、 微电影、 MV视频

等作品。

整个展览以丰富的艺术形式展示

师生的设计理念、 艺术风格和独创效

果。 其中， 学生作品展区综合展出了

系统性、 开放性、 创新性并举的教学

成果， 展现了教学与时代同步、 与社

会需求接轨、 注重创新与实践能力培

养的办学理念。 参展作品从观念到形

式、 从内容到效果、 从概念到应用等

方面， 反映了师生视野的开阔， 超越

了专业的局限， 呈现出多学科资源整

合重构的态势。

“面对当代艺术设计教育的革新，

老师与学生都要共同面对复杂多元价

值观的选择和数字图像的挑战， 接受

新知识和新思维的同时， 亦须深情回

顾中国传统文化和美学思想， 于不断

蜕变的当代视觉浪潮中努力探寻真、

善、 美的永恒价值。” 该校艺术设计学

院院长尚华说。

据悉， 展览期间， 广州盘古装饰

设计有限公司、 金天成包装印刷产业

园、 广州普伽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童年之家实业有限公司还现场组

织了招聘活动， 直接招聘优秀的应届

毕业生。

广东这所高校开设厨艺培训班———

真抢手！ 上课名额“百里挑一”

学生们学习制作香草泡芙。 通讯员供图

广州理工学院

师生艺术设计作品展开幕

广州航海学院多措并举

提升就业质量

广州理工学院师生艺术设计作品展在高剑父纪念馆开幕。 通讯员供图

学校积极开展校企合作 “定制

班”教学模式。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