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进一步夯实创建卓越院校申报基础袁3月 21日袁
学院党委书记刘望尧校长王雄伟和副校长隆平尧王为袁
及党政办尧项目办尧招就处尧学工处尧自动化与信息工程
学院尧商学院等部门负责人一行 10人前往湖南大众传
媒职业技术学院考察交流袁受到了热情接待袁并召开了
由两校主要领导尧 相关职能部门和教学单位参加的座
谈会遥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校长袁维坤教授与我

院党委书记刘望教授分别介绍了各自学院基本情况袁
对于两校办学历史悠久尧 行业特色鲜明尧 主管隶属相
同尧 办学历经艰难的共同特点给予了充分肯定和相互
鼓励袁并表示要进一步加强两校交流遥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校长助理徐景学教授
详细介绍了该校卓越校创建的经验袁着重从文件学习尧
申报方案顶层设计尧 申报工作准备和组织等方面进行
了经验分享遥

我院校长王雄伟教授对传媒职院无私分享经验表
示感动袁并介绍了我院人才培养工作尧内涵水平提升等
方面的做法袁 以及党政工作要点的制定采用卓越校建
设要求体例的具体情况遥

参与座谈会的两校相关部门负责人还分别就重点
项目建设尧治理能力建设尧人才培养尧师资队伍建设尧校
企合作和产教融合尧招生就业尧校园文化建设等工作进
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与探讨遥 渊党政办 李纯斌冤

学院党委书记尧校长一行赴湖南大众传媒职院学习交流

3月 28日下午袁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创新创业特聘专家张菊梅女士应邀来校袁到大学生创新创业基
地作现场教学与指导遥学院师生代表和张老师共同探讨民族文化中的手工艺术品设计与制作袁开拓手工艺
术品创新创业的新局面遥

张菊梅老师现场给同学们讲解了手工艺术品中的丝网花制作尧 手工串珠尧 折纸艺术和钩针编织等工
艺袁深入浅出的介绍了其各自的艺术特点遥 师生一起共同探讨艺术作品的设计袁一致认为野艺术源于生

活冶,艺术作品创作的灵感来自于对生活的热爱遥 生活中一
幅美丽的画面袁 一件富有情趣的小事都可能成为一个成功
的作品遥 随后张老师和同学们一起制作了野情侣天鹅冶尧野虾
趣冶等艺术作品遥这些栩栩如生袁情趣盎然袁精美绝伦的作品

在设计上独具匠心袁让人赞不绝口浴同学们认为这
样的活动既提高了自身的动手能力袁 开拓了创新
思维袁更享受到了艺术创作中的无穷乐趣遥

手工艺术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袁是中华民族
文化艺术的瑰宝遥 大学生选择其为创新创业的方
向袁既传承了民族文化袁又拓宽了艺术视野尧更启发
了创新思维遥在该领域学院现已携手株洲市女性手
工艺品协会并聘请校外专家与同学们一起共同开
拓其在创新创业中的新局面遥

渊招生就业处 熊光冤

传承民族文化 艺术创新创业

发展现代职业教育 从野制器冶变为野造人冶
渊见第四版冤

以野化院精神冶成就精彩示范路
渊见第三版冤

信息化教学改革进行时
渊见第二版冤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主办 湖南省报型内部资料准印证号院渊湘 B报冤2015007
圆园16年 4月 5日 第 3期 总第 107期 总 编院陶 飞 副总编院欧彦麟

厚德励志
笃学精艺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3月 18日袁湖南省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性学
习成果展示竞赛研讨会在我院办公楼三楼会议室召开遥
来自湖南工业大学尧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尧长沙民政
职院等近 20所高校的思政部负责人和教研室主任参加
了会议遥 我院校长王雄伟教授尧副校长隆平教授及思政
课部主任彭世武副教授尧党政办副主任李纯斌副教授等
出席了会议遥

王雄伟代表学院师生对与会同志的到来表示热烈
欢迎袁并对兄弟院校一直以来给予学院的关心和帮助表
示衷心感谢遥 学院党委对思政教育十分重视袁学院思政
教育工作也开展得有声有色遥 他希望各兄弟院校能一如
既往地关心尧帮助和支持学院袁并对学院的思政教育和
其他工作提出宝贵意见遥

隆平就学院思政教育情况进行了介绍遥 在学院的
高度重视下袁思政教学工作取得了不少成就袁李菡尧王
炎平等老师的思政课堂教学特色明显尧信息化水平高袁
由思政课部组织报送的微视频和微评论获省级奖等遥
同时袁学院加强了思政课阵地建设的探索袁加大了选修
课中的人文课程比例袁 并将逐步实行思政课堂的选课
模式遥

思政部课部主任彭世武对思政课部情况进行了具
体介绍遥 学院思政部师资结构较合理袁教学科研水平较
高遥 严格按教育部和省教育厅要求开设思政课程遥 在素
质教育方面袁大力推行素质教育体系建设袁提高学生文
化自修的要求遥 同时袁思政课部积极推进教育教学改革袁
并取得了不少成就遥

湖南工业大学思政部部长龙迎伟袁湖南铁道职业技
术学院思政部部长尧湖南省思政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田
文艳等相继发言遥 田文艳部长就本次湖南省大学生思想
政治理论课研究性学习成果展示竞赛的组织安排作了
说明遥 随后各位参会代表就本次竞赛如何开展得更成
功袁在研究文件的基础上展开了热烈讨论遥 各位对于评
委工作态度提出期望袁对于奖项的设置表达了提高获奖
比例的愿望袁在作品的参赛数量上建议按学校总人数的
比例来确定遥 每位代表都期盼本次竞赛能达到预期目
标袁获得圆满成功遥 同时在交流与讨论中进一步加深了
对思政教育工作的思考和研究遥

会后袁大家参观了学院的工业中心尧图书馆尧学生宿
舍袁对我院发展取得的成就赞叹不已遥

渊洪礼章 王炎平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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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29日袁阳光明媚袁春色宜人遥 以湖南信息职业技术学
院院长陈剑旄为组长的湖南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
野一把手工程冶督查组一行 6 位专家莅临我院袁就我院的毕业
生就业创业工作进行为期一天的督查遥 据悉袁这次督查袁对于
有着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野一把手工程冶三连冠尧湖南省首批
就业创业示范校荣誉的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来说袁 是将年
度督查和优秀等级督查两项工作合并进行袁意义尤其重大遥

上午袁首先召开了汇报会遥由陈剑旄组长和湖南汽车工程
职业技术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尹长源尧 湖南电气职业技术学
院督导处处长李超华尧长沙医学院就业指导中心副主任陈傲尧
潇湘职业技术学院招生就业处副处长黄小平尧 湖南省教育厅
学生处凌露等组成的专家组袁 我院领导和二级学院党政一把
手袁以及招生就业处尧学工处尧团委尧教务处尧思想政治课部尧党
政办等相关处室负责人参与汇报会遥 学院党委书记刘望主持
并致辞袁校长王雄伟代表学院进行了就业创业工作汇报遥
汇报会上袁 刘望代表学院全体师生向专家组一行的到来

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遥 他说袁专家组的督查对我院而言袁
既是鞭策袁也是激励袁相信通过专家组的督查袁会为我院的就
业创业工作带来一个新的跨越遥一直以来袁就业创业工作是我
们的优势工作袁学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尧物力尧财力和精力袁也
取得了一些成效遥有些如就业创业教育三年不断线尧就业创业
教育进课堂等就业创业特色工作得到过来校视察和督查的领
导尧专家的认同袁留下过深刻印象袁希望这次也能够得到各位
督查专家的认同和指导遥

在就业创业工作汇报中袁王雄伟借助图文并茂袁优美尧生
动尧详实的 PPT,分学院概况尧就业创业工作等两大部分向专家

组进行了汇报遥学院概况
包括学院办学历程尧学院
荣誉尧2014 年和 2015 年
主要成果遥我院 2010年尧
2012 年尧2014 年三次接
受省教育厅组织的就业
工作野一把手工程冶督查袁
均获优秀等级遥 2012年
成功立项湖南省示范性
(骨干) 高职院校建设单
位遥 2013年获评首批湖
南省大学生就业创业示
范校遥 2014年袁获批省平
安高校建设单位遥 2015
年 7月袁入选湖南省教育
信息化创新应用示范学
校遥 2015年 11月袁通过
湖南省示范性 (骨干)高
职院校验收袁并获评优秀
等级遥在就业创业工作方
面袁学院始终坚持立德树
人袁 以服务发展为宗旨袁

以促进就业为导向袁 将就业创业工作贯穿于人才培养过程的
始终遥 通过全员参与袁定地位尧定制度尧定责任袁就业创业工作
机制不断完善曰通过全程渗透袁重教学尧重实践尧重调整袁毕业
生就业创业能力不断增强曰通过全方位服务袁抓投入尧抓市场尧
抓帮扶袁就业创业工作水平不断提升袁有效地发挥了大学生就
业创业示范校的辐射尧 引领作用袁 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
评遥

陈剑旄组长在汇报会上阐述了这次督查的意义和要求遥
今年省教育厅打破常规袁 将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督查提前到
三月份袁按照省教育厅的要求袁这次督查一是为了贯彻中央尧
省尧市有关会议文件精神曰二是为了有效督查学生职业发展尧

就业创业教育尧就业创业课程建设情况曰三是对相关学校落实
就业创业有关要求所提供的物质条件和保障措施进行检查曰
四是就四所就业创业示范高职院校的示范作用发挥情况进行
督查遥 这次督查袁有 5个规定动作袁即情况介绍会尧看现场尧查
资料尧召开教师和学生两个座谈会尧将一天的考察体会与意见
汇总后向学院领导班子进行反馈遥他代表专家组承诺袁严格按
照作风建设要求袁客观公正地从就业创业角度进行督查袁并表
示虚心接受监督遥

汇报会后袁专家组认真检查了有关就业创业工作的材料遥
下午袁察看现场和教师尧学生座谈会分组分步进行袁之后袁专家
组对检查情况进行了汇总遥 下午 5点袁专家组向学院领导尧相
关二级单位负责人进行了意见反馈遥

反馈会由专家组陈剑旄组长主持袁 督查专家陈傲代表专
家组进行了意见反馈遥 在反馈意见中袁专家组一致认为袁湖南
化工职业技术学院就业创业工作具有领导高度重视尧 全员参
与袁机制健全尧体制完善袁工作目标明确尧措施得当尧保障有力
等特点袁并一一列举了实例遥

如领导重视袁体现在书记尧院长多次现场办公袁解决就业
创业工作难题曰 主管就业工作的院领导经常召集有关部门专
题研讨尧部署就业创业工作袁亲自带队深入用人单位袁调研毕
业生工作情况袁联系洽谈企业订单培养袁开拓就业市场曰各二
级学院就业工作都有一位部门领导对口负责袁 各二级学院院
长和党总支书记都会在不同时段联系尧走访各地企业袁为建立
就业基地奔波袁护送毕业生到用人单位报到遥 机制健全袁体现
在制度建设覆盖就业创业工作的每一个层面和环节袁 确保了
全院就业创业工作的规范化尧科学化尧系统化遥全员参与袁体系
健全袁体现在在学院领导尧各二级学院负责人的带领下袁教职
工充分挖掘自身人际关系乃至学生家长的社会资源袁 帮助学
生就业创业袁共同建构了野人才促销网络冶遥

最后袁专家组就我院就业创业工作总结提炼出七大特色遥
一是机构到位尧经费到位尧人员到位尧办公场地和学生活动场
地到位遥 二是野四管齐下冶袁工作得力遥 体现在学院走出校门找
市场袁稳定行业主市场袁院内自己建市场袁校企共建订单培养

市场遥 三是紧跟市场袁依托行业袁毕业生就业率高袁用人单位层
次高袁毕业生岗位创新能力强遥有与大型企业尧央企建立关系袁
第三方调查尧毕业生就业社会满意度高等几个方面数据显示遥
四是启动早尧体系完善尧就业创业活动可推广可复制袁体现在
就业创业课程开设规范袁 组织学生培训尧 开办就业创业讲座
等袁尤其是野三年不断线冶的就业创业教育教学特色鲜明袁一年
级进行职业发展教育袁帮助学生了解专业尧职业袁辅导职业生
涯规划设计曰二年级进行就业素养及技巧教育曰三年级引导毕
业生择业尧乐业尧创业袁实现了就业创业教育教学工作全程化遥
五是注重就业创业工作的研究和经验提炼遥 体现在编写就业
创业教材袁丰富的相关课题研究与项目建设袁多篇就业创业教
育相关论文与研究成果袁就业创业孵化等遥六是特殊群体帮扶
有支撑材料袁学生信息完整袁佐证材料丰富遥 七是就业创业示
范袁体现在就业教育尧就业质量提升尧创新创业孵化尧特殊群体
就业帮扶等四个方面遥

同时袁专家组也提出了两点希望和建议袁一是建议加大对
就业创业专任教师队伍的建设及对就业创业专任教师的扶持
力度曰二是进一步完善考核力度和激励机制遥

刘望在反馈会上袁就专家组在短短一天时间内袁通过认真
细致的考察袁对我院就业创业工作进行的督查与指导袁对于专
家组务实的工作作风尧扎实的工作态度深感佩服遥对于专家组
提出的两点意见和建议袁 以及专家组对学院就业创业工作给
予的高度评价袁他表示了衷心感谢遥 刘望在讲话中表达了三层
意思袁 一是学院目前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袁 全院师生团结一
致袁 奋发向上遥 专家组在这个重要时段给予我们的关爱和帮
助袁对于学院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遥二是专家们提出的意见非
常中肯袁也很客观遥 虽然我们做了一些工作袁也取得了一些成
效袁但是离专家们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袁感谢专家们为我们更
好地开展就业创业工作提出的意见和建议遥 我们把表扬看成
关爱尧帮助和希望袁对专家们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袁将在院务会
上进行专门研究袁及时拿出有效的整改方案遥三是希望通过这
次督查袁加强与各兄弟院校之间的交流袁随时欢迎兄弟院校领
导来我院指导工作遥 渊欧彦麟冤

我院接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野一把手工程冶督查

就业创业工作汇报会现场 耿星/摄

洪礼章/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