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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毛伟、赵
旭、陈旭）作为新中国第一所石油
高等院校，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因油而生、因油而兴、与油共进。
　　据统计，该校每年石油石化
相关专业近 60% 的毕业生主动
选择服务国家战略，近五年累计
2300 多名毕业生选择到西部地
区就业。今年该校毕业生中，已有
618 人选择到西部地区就业，占
签约就业人数的 29.57%。
　　收拾行囊，整装待发。毕业生
们为何选择到西部就业？心中有
哪些期待？毕业季，记者走进中国
石油大学（北京）位于昌平的本部
校区，与师生面对面交流。
　　“在高考招生时，我们就告诉
学生石油大学的专业属性和工作
导向。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
国和人民需要的地方去，成为我
校毕业生就业的光荣传统。”中国
石油大学（北京）党委书记陈峰
说，石油精神、铁人精神已融入学
校的思政课堂与课堂思政中，鼓
励学生从意识和行动上参与国家
能源事业的发展。
　　今年即将毕业的石油工程学
院硕士生张程，已签约中国石油
塔里木油田公司。“无论是在专业
课还是思政课上，老师都会跟我
们讲，国家有需求就会有大平台，
学有所用才有大发展。所以我觉
得到新疆工作，既有情怀，同时也
是我应该做的事。”张程说。
　　据了解，该校一直在探索校企
协同的实践教学模式，鼓励青年教
师走进企业，在工程实践岗位锻
炼，促进实践能力快速提升。在张
程看来，学校老师的经历是学生们
最好的“参考书”。“我们很多老师
都是先在油田工作、锻炼，通过一
点一滴积累才逐渐成为专家的。”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就业服
务中心主任黄磊表示，“学石油、
爱石油、献身石油”已成为师生的普遍价值追求。同时，为
奖励扎根西部的毕业生，学校设立了西部基层就业奖，近
三年已投入 80 余万元奖励学生千余人。
　　资源勘察工程专业的本科毕业生李坤焰告诉记者，
他将赴西部省份某钻探工程公司工作，向学校申请了
1000 元的“基层就业奖”。“我同时还申请了基层就业学
费补偿，学校专门做了政策宣传解读。学校重视赴西部地
区就业的毕业生，我们心里觉得很温暖。”李坤焰说。
　　学生辅导员孟泓辰表示，学校从 2018 年开始还设
立了培训期一年的创新创业辅修微专业，探索创新人才
培养机制，实现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有机融合，学生
们的报名热情非常高。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机械与储运工程学院大四学生
周小成毕业后将赴宁夏某能源公司工作。谈及未来工作
设想时，周小成说：“学校带我打开了创新的大门，我想在
以后的实践中充分运用创新创业课程中学到的思维方
法，为祖国西部建设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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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重庆电（记者柯高阳）6 月毕业季，重庆交通
大学的大四学生方洪正在收拾行李，准备离开校园奔赴
职场。早在去年秋季校园招聘期间，他就在双选会上收到
中交路桥华南公司的录用通知。“这份工作专业对口，还
能为国家架桥铺路，我毫不犹豫就签约了！”
　　在重庆交通大学，和方洪一样选择“甘当路石，奉献
交通”的毕业生还有很多。近年来，这所学校四成以上毕
业生面向交通工程一线就业，第三方机构调查显示毕业
生工作胜任度连续多年超过 90%。
　　亮眼的“就业成绩单”背后，是重庆交通大学人才培
养和就业工作的“厚积薄发”。
　　人才培养质量是高校就业的“生命线”。为了使培养
的毕业生更加契合社会需求，重庆交通大学根据国家战
略急需对 10 多个专业进行“改造升级”，与中国科学院
大学合作开办材料物理实验班，通过提升学生的科研素
养、创新意识和动手能力，培养专业核心技能。
　　服务于“一带一路”倡议，学校还把目光投向海外，增
开国际工程知识课程，率先在交通建设行业内开办“3+
1”国际工程管理人才培养班，开启海外人才的订单制培
养新模式。现在，每年近 10% 的毕业生搭上这趟“就业直
通车”，赴海外工程项目就业。
　　“怎样选择第一份职业？”“我们能为建设交通强国做
什么？”在一堂校内的就业指导讲座上，港口航道与海岸
工程专业 2000 届校友孙广滨向台下的学弟学妹分享个
人工作经历和感悟，鼓励同学们打好坚实基础、确立人生
方向，为交通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举办这些讲座，是为了帮助同学们做好职业规划，
引导树立‘到基层、去一线’的就业观。”重庆交通大学招
生就业处处长吴新中介绍，学校不仅平时会有就业规划
的讲座，还专门制作职业能力倾向评定表，评估学生的真
实就业意愿，再根据学生平时的表现有针对性地进行指
导。每届所有大一新生入校时，就会收到一本《学生生涯
发展手册》，实现低年级生涯教育和创业教育课程、高年
级就业指导课程和职业教育活动的无缝衔接。
　　参与大战略，服务大工程，培育大情怀。数十年如一
日的坚持，重庆交通大学的毕业生在建设交通强国的奋
斗路上“开花结果”：“全国十大桥梁人物”入选人数占比
四分之一、多位校友成为港珠澳大桥等“超级工程”的总
设计师、技术骨干占比西藏交通行业 70% 以上……吴新
中说，学校还将坚定践行“甘当路石，奉献交通”的人才培
养和就业理念，推进毕业生更加充分和更高质量就业。

“甘当路石，奉献交通”
重庆交通大学毕业生就业观察

　　新华社北京 6月 15 日电（记者陈旭、毛
伟、赵旭）离校日临近，约 24 万北京高校毕
业生即将奔向人生下一站。
　　这些“95 后”青年，将去向哪里？今年高
校毕业生就业呈现怎样的特点？记者就此进
行了调查。

  “95 后”们的就业选择：更多

元、赴基层

　 　“站 在 静 静 的 立 交 桥 头 ，是 走 还 是
留”……一首老歌、一曲旋律，唤起人们对青
春选择的记忆。
　　记者调查发现，今年北京高校就业供需
总体好于去年，以“95 后”为主的就业群体呈
现多元化、个性化的特点，从基层一线干起成
为主流。
　　猎聘平台数据显示，今年 1 至 5 月北京
高校毕业生数据呈现“两增两降”的特点：企
业岗位和毕业生求职活跃程度大幅增长，期
望薪资和留京意愿小幅下降。“这意味着北京
高校毕业生连续三年流动性更强，就业选择
也更加多元。”猎聘研究院执行院长王萱说。
　　对于北京科技大学大四学生许昊原来说，
留在北京是他的目标。他对记者说：“我喜欢北
京这样的大城市，有更多的资源和机会，当时投
简历基本都选了在北京的单位。”他已同中航工
业北京某子公司签约，到制造业一线工作。

　　部分高校介绍，高校毕业生报考选调
生、公务员的热情有所增加。“因为生活成本
的问题，买房、买车都是很大压力，我选择离
开。”清华大学硕士毕业生何楚鸿说，父母让
我自己去选择，参加家乡选调生选拔，既能
多给自己一点幸福，也能做一番大事。
　　北京理工大学学生就业指导中心主任
林骥佳介绍，和往年相比，今年毕业生到公
共部门和基层就业意愿普遍增强，报考公
务员人数和各地选调生人数明显增加。另
外，毕业生投身国家重点发展科技领域的
热情也在增加。
　　“留京不是唯一选项，到西部发展更具
吸引力。”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油气田开发
专业硕士研究生张程说，近些年国家鼓励
人才到西部去发展，学校也一直有“为石油
而生、为石油而兴”的传统。
　　“那里才是我们的舞台。”张程说，在新
疆塔里木油田实习的 11 位小伙伴，有 5
名选择留在当地。在一年多的实习期里，大
伙作为采油工，奔赴一个个钻井现场，在沙
漠里、在戈壁上解决生产中遇到的难题。

“过来人”眼中的求职“烦恼”

　　多位负责高校就业的老师、家长和公共
就业服务人员介绍，现在的毕业生们有着更
广阔的发展空间，但也面临生活压力高企、

竞争压力增大、岗位门槛升高等困难。作为
“过来人”，他们说出了几个求职“烦恼”。
　　“烦恼”一：信息获取较片面。
　　多位负责高校就业指导的负责人告诉
记者，目前许多高校加强在校生职业生涯
和就业观念培养，但仍有不少学生存在岗
位认识短板，少量学生对社会认识不足。
　　某招聘平台负责人介绍，自己在担任
校内职业规划大赛评委时发现，有的学生
把行政管理岗位误当成企业管理决策，有
的误把人力部门当成勤务部门……部分高
校就业指导负责人介绍，毕业生对职位的
认识多来自学长学姐，存在滞后性和片面
性，容易对应聘的岗位产生误判。
　　“烦恼”二：慢就业才能就业好？
　　北京市丰台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职
业指导师张笑男说，在对毕业生调研时发现，
部分毕业生认为“钱多活少离家近”才是好工
作，进而选择慢就业，这其实是一个误区。
　　部分毕业生家长对孩子“家里蹲”式求
职表示担忧。来自北京的钱女士介绍，孩子
毕业两年，此前由于疫情一直在线上求职，
亲戚朋友都在介绍工作，去面试还得爸妈
陪着，“丁点儿风险就要辞职不干”。

找到想要扎根的土地

　　记者走访发现，绝大多数北京高校积极

与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对接，做好离校前后的
服务衔接工作，多举措帮助毕业生就业。
　　张笑男介绍，北京市丰台区人力资源
公共服务中心走进首经贸、北工大调研，并
为毕业生提供就业辅导。北京理工大学今
年启动就业保障“春风行动 2.0”，举办“大
国重器”等分板块招聘会，京津冀、陕西等
分地域组团招聘会。
　　北京科技大学就业指导中心主任刘晓杰
表示，学校在毕业季开展近 20 场未就业毕业
生帮扶座谈会，带学生走访企业，提升求职技
能。截至 6 月 4 日，该校 2021 届毕业生共
6224 人，整体毕业生去向落实率为 78.31%。
　　北京市人社局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处副
处长巫嫕认为，年轻人找工作时难免迷茫，
但是广阔天地大有可为，无论在哪里，无论
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只要踏踏实实、勤勤恳
恳，就能释放自己的人生价值。
　　北京科技大学校长杨仁树说，就业态度
反映出同学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对
于高校来说，就业不是阶段性而是全程性、
全链条的评价，高校要跳出就业看就业，从
招生、育人等环节系统化、一体化地统筹。
　　“在高考招生时，我们就要告诉学生石
油大学的专业属性和工作导向，到西部去、
到基层去、到祖国和人民需要的地方去。”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党委书记陈峰说。
      （参与采写：陈艳欣、李爱生）

去向更多元 奔基层成为主流
北京高校毕业季就业观察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赵旭、毛伟、陈旭）一堆
堆就业材料、一台电脑、一台打印机、一个小沙
发、两把折叠椅……北京科技大学机械工程学
院就业指导教师王靖的办公室，紧凑而又功能
齐全。沙发用于接待企业代表，两把并排的折叠
椅，一把留给自己，另一把随时准备接待学生。
　　“我负责学院学生的就业指导课程，同时
要与企业对接、调研就业市场，为学生提供就业
咨询和求职技能培训、就业引导等。”王靖说。
　　三年前，因工作调整，王靖到机械工程学
院就业专职教师岗位任职。“我接手这个工作
前是做辅导员，所以我紧接着专门报名学习了
生涯规划课程，同时也跟校就业指导中心不断
沟通，一步步探索工作的最优路径。”王靖说。
　　北科大就业指导中心主任刘晓杰介绍，
学校除在校级层面设立就业指导中心外，自

2008 年起，在每个二级学院设置就业指导
教师岗位，配备一名专职教师，为学生提供
就业相关服务。
　　数学专业出身的王靖，希望借数据开
展更科学的就业指导，通过整理学院历届
毕业生数据，经统计、建模、分析，为就业指
导提供数据支撑。
　　北科大校长杨仁树介绍，理工科专业
对应的就业市场相对比较明确，因此学校
和学院实行精准化就业服务，按照不同专
业定向对接企业，再根据学生需求一对一
推荐岗位。“我们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
即便受疫情影响，也要想尽办法帮毕业生
拓展思路、开辟道路。”
　　为高效推荐就业岗位，王靖按照机械、
车辆、工业设计等不同专业，调研相应就业

市场，一家家企业走访、座谈。“我必须清楚
每个专业对应行业最新发展情况以及对应
的企业、单位名单。我有一张地图，会在上
面圈出相关用人单位所在地和每年毕业生
去向，为学生推荐岗位时可以参考。”
　　机械工程专业大四学生郭彬说：“王靖
老师负责我们学院每位毕业生的就业指
导。由于人数多，她会利用寒暑假跟我们谈
心，每次都在半小时以上。我感觉她对我在
毕业季的状态把握很准，给我提了很多具
体建议。”在王靖的指导下，郭彬选择了先
就业再考研的职业发展道路。
　　“大三的时候，王靖老师就为我指导简
历写作，根据我的需求帮我规划未来的就
业方向，我也避开不少弯路。”机械工程专
业大四学生许昊原说，他目前已签约中航

工业旗下的一家子公司，从事制造业。
　　据介绍，北科大 2021 届毕业生共
6224 人，截至 2021 年 6 月 4 日，该校整
体毕业生去向落实率为 78.31% ，本科生
深造率为 55.43%。
　　“毕业生就业指导工作是我们学校人才
培养的重要环节，要真正做到全员、全过程、
全方位育人。除了就业指导部门的精细化工
作外，学校近年来推行‘本科生全程导师
制’，导师们也要做好就业引导工作，认真思
考自己的学生应该如何服务国家需求，应该
到哪个行业、哪个企业就业。辅导员们也要
关注学生的就业压力。”杨仁树说。
　　“实现你的梦想就是我们的梦想。”这
行字在就业指导教师团队授课的 PPT 课
件首页清晰可见。

“实现你的梦想就是我们的梦想”
探寻北科大就业指导“良方”

　　新华社南京 6月 14 日电（记者陈席元）
受疫情影响，不少大学生求职并不容易，但在
靠近长江出海口的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2020 届毕业生的就业率达到了 96.12%。
　　“截至目前，学校 2021 届 2867 名毕业
生已有七成与企业签约，其中，航海类、船舶
海工类、港口航运类专业毕业生在校园招聘
会的现场签约率超过 87% 。”该校招生就业
处副处长崔顾芳说。
　　在崔顾芳看来，一所高职院校能够交出
如此亮眼的就业“成绩单”，“现代学徒制订单
班”等校企深度合作机制发挥了“压舱石”
作用。
　　早在 2003 年，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就开始与国内多家知名航运企业合作开办订
单班，新生入学后，企业提前组织面试，与学
生签约，学生成为企业的“准员工”。
　　“校企双方共同制定培养方案，学校根据
企业需求调整教学大纲，企业安排订单班学
生提前上船实习。”崔顾芳介绍，企业还会为
订单班学生缴纳部分学费、发放生活用品、颁
发奖助学金。
　　目前，在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航海类
专业超四成学生签约进入“现代学徒制订单
班”，分布在 10 多个专业，搭上了“就业直通
车”。
　　来自江苏邳州农村的闫超动是其中一
员。今年 25 岁的他皮肤黝黑，身形健壮，去
年 6 月从航海技术专业毕业后，闫超动入职
中远海运船员管理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从
今年 7 月起，他将从见习三副转为三副，月
收入也将升至 2 万元。
　　之所以能“毕业即就业”，闫超动认为，除
了严格的专业知识学习和实践能力训练，关键
在一个“早”字，“现代学徒制订单班”让他较早
接触到工作单位，提前做好职业生涯规划。
　　“我们不少老师过去就是船长、大副，我
喜欢听他们讲船上的生活。世界这么大，我也
想去看看。”闫超动对记者说，“大一、大二，每
年都有航运企业负责人来学校开设讲座，毕

业招聘会更是有数百家企业上演‘抢人大
战’，我们这个专业常常供不应求。”
　　“就业是高职院校的生命线。”崔顾芳
坦言，“我们鼓励毕业生到基层去、到一线
去，学以致用，选择适合自己成长成才的职
业发展途径。”

　　 2020 年 10 月，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
院联合相关政府部门和航运企业成立“一
带一路”海事服务中心，组建“跨境校企共
同体”，进一步深化校企合作办学，为中资
企业“走出去”提供技术支持和智力保障。
　　“我们紧紧抓住海洋强国、航运强国、

长三角一体化等发展机遇，贴近实际需求
设置专业，内修教学质量，外拓就业市场，
引导学生高质量就业。”江苏航运职业技术
学院院长施祝斌表示，学校还与 20 多个
国家和地区的 30 多所高校建立了校际合
作关系，拓展毕业生的境外就业渠道。

“现代学徒制订单班”让学生搭上“就业直通车”
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交出亮眼就业“成绩单”的奥秘

  2019 年 6 月 28 日，浙江舟山，闫超动（后排左五）和同学们代表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在第五届中国海员技能大比武
上获得团体一等奖，这是该校参赛队员合影。                         受访者闫超动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