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期间优化就业“云服务”
助力数千学生就业

在今年4月疫情发生期间， 位于朝
阳区平乐园地区的北京工业大学是受
影响最深的首都高校之一，校园实行临
时相对封闭管理。此时正面临应届毕业
生找工作的冲刺阶段，北京工业大学党
委将提升毕业生就业满意度作为“三保
一争”促发展专项行动 “争满意”专项
的内容， 通过线上全面优化指导服务，
促进毕业生更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

“往年毕业季期间， 我们会去各
学部 （院） 宣讲就业政策， 会组织线
下校园招聘等活动。 疫情发生后， 这
些线下活动暂时取消了， 只能转战线
上， 通过网络继续开展就业服务， 比
原来更加精细化。” 北京工业大学就业
创业指导中心副主任晋媛媛介绍， 比
如加大线上指导咨询力度， 使用腾讯
会议、 微信群等方式每日安排 “云咨
询 ”， 学生可以随时预约线上 “一对
一” 职业发展指导服务。提供职业发展
指导的有 “杰青”教授、研究生导师、青
年教师等，还有众多的校友导师，学生
可以根据个人意愿直接线上预约任意
一名导师； 中心还举办了890余人参加
的大型就业政策线上解读会。

针对学生在疫情期间无法参加线
下招聘会和面试的就业需求等痛点 ，
北工大就创中心、 各学部 （院） 把闲
置教室和会议室腾出来， 推出40余间

网络面试室， 毕业生得以在安静的环
境中不受打扰地接受用人单位的 “云
面试”。 每天早上， 负责预约的老师都
会提前打开已预约的面试室， 有的学
生早上7点多就过来测试环境， 调适网
络信号。 截至目前， 网络面试室预约
次数已接近500次。

同时，北工大在疫情期间通过线上
会议室、企业微信客服号、专题微信群
等方式，让“数据多跑路，学生少跑路”，
保障6300余名毕业生顺利就业。虽然眼
下已到暑期，但就创中心每天都有教师
值班，坚持就业手续办理不停歇。

“一个是中央单位的参公事业编
制岗位， 一个是北京的街道公务员岗
位， 一时间真不知道应该如何选择。”
北工大都柏林国际学院2022届毕业生
张同学的就业目标非常明确， 专心参
加了国家和北京的公务员招考。 封校
后不久， 考试结果出来了， 他的国考
和京考都考过了， 于是出现了 “幸福
的烦恼”， 一度让他非常纠结。

两个岗位都非常有吸引力， 对个
人的职业生涯来说有着不同的发展方
向， 张同学久久无法拍板， 家人也意
见不一， 迷茫之下， 身在校外的他通
过就创中心微信公众号咨询自己的困
惑， 在网上预约了值班的就业指导教
师。 让他感动的是， 虽然彼此见不到

面， 但对方和他在线上陆续交流了几
次， 把两个岗位的特点、 未来发展等
情况分析得非常透彻， 交流总时长达
到两三个小时。 在这样的深入沟通中，
张同学逐渐明确了自己的职业方向 ，
心情一点点安定下来。

“据我了解， 有的同学找工作不
顺利， 好几次面试都失败了， 但是就
创中心的老师一直鼓励他们， 还给推
荐其他可以去的地方， 不放弃任何一
个人 。” 张同学说这点也让他特别感
动， 有了老师们的关心和帮助， 和个
人单打独斗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学生
们找工作时特别有底气。

北工大材料与制造学部硕士毕业
生薛博所学专业为光学工程， 他从去
年秋招到今年春招全程参与， 贯穿整
个毕业季， 为的是找到一家各方面都
满意的单位。 因为学历和专业都不错，

他从去年底就开始收到一些录用通知，
没毕业就已敲定去向， 但让他为难的
是疫情影响到就业手续和一些证明材
料无法及时办理。

“疫情前， 我就确定了工作单位，
但是因为户口进京函一直没下来， 到6
月份毕业生提前离校了，我的户口只能
暂时放在学校。 ”返回老家的薛博把这
个情况通过网络反映给就创中心，接待
老师安慰他不要着急，向他介绍了详细
的毕业手续办理流程， 告诉他这个小
插曲不会影响到他的入职， 几次交流
让他放松下来， 安心地迎接未来。

北工大2022届毕业生共有6300余
人， 而去年是5900余人， 毕业生数量
在市属高校中排在前列， 目前初次就
业率与往年相比基本持平。 暑假期间，
学校还将继续开展精准就业服务， 为
毕业生高质量就业保驾护航。

“在毕业前的求职阶段， 我压力
确实很大 ， 但又不知道该如何改变 ，
幸好参与了宏志助航培训项目。 之后，
我不仅重拾了信心， 还学到了不少实
用的求职技能， 现在我已经拿到2个单
位的录取通知书了。” 北京科技大学数
理学院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的毕业生
马红平兴奋地说， “感谢宏志助航培
训项目， 也感谢我的母校。”

马红平来自青海， 在北京上学的
四年感受到北京的发展， 也深知家乡
需要青年一代的建设， 怀着对青海的
热爱与未来发展的期望， 决定毕业后
回到青海工作。 但由于青海的岗位比
较少， 竞争压力比较大， 自己面试又
缺乏经验， 所以在求职初期， 马红平
心理压力比较大。 刚好学校组织了宏
志助航的培训， 马红平参加后， 顺利
拿到了单位的录取通知书。

其实， 作为北京地区三所大学生
就业能力培训基地之一， 除了本校的
学生， 北京科技大学培训基地承担的
宏志助航培训还帮助了来自首都师范
大学、 北京林业大学、 北京建筑大学
等10多所高校的学生， 培训效果也得
到了这些高校和学生的肯定。

“宏志助航培训能够顺利展开 ，
离不开我们对学校和学生需求的精准
调研， 以及对培训课程的精心设计。”
北京科技大学学生就业指导中心副主

任张静介绍， 培训开始前， 他们会与
高校充分沟通， 了解学校的培训需求，
同时调研参训学生的需求， 提供更有
针对性的培训内容。

据悉， 北科大培训基地了解到首
师大毕业生的求职意向集中于教师类
岗位后， 在培训中就专门设计了 “如
何在教师招聘中脱颖而出” “师范职
业技能提升” 等课程。 在与北京林业
大学的沟通中， 了解到少数民族毕业
生是需要重点帮扶的群体， 这类学生
求职热情高， 但自信心不足， 于是设
计了 “求职优势挖掘” 等课程。

同时，在授课前，授课教师会对参
训学生开展培训需求调研。 比如首师
大学生提出希望有人能帮助修改简历，
培训内容就开设了“一对一修改简历”，
修改后的简历都得到了学生的好评 。
北京林业大学的学生提出面试技能薄
弱，授课教师便在课程中直接进行了模
拟面试实训，提升学生的面试技巧。

“除了培训前， 培训后我们也会
做调研， 以便持续做好课程设计。” 张
静介绍， “去年培训结束后， 我们搜
集了学生的建议， 有的建议增加专业
技能， 有的建议增加求职心理等内容。
在今年的培训中， 我们就采纳了这些
建议， 进一步优化了课程内容。”

记者了解到，依靠北京科技大学强
大的教研能力，宏志助航的培训中也开

发设置了不同类型的课程。“首先，我们
进行系统设计，完善课程体系。其次，分
类定制，提供个性化课程。最后，整合资
源，持续提升培训效果。 ”张静说。

今年， 他们就在已有课程主题的
基础上结合学生需求， 加入了就业形
势分析、 行业介绍、 公务员备考、 谈
判力等内容， 从求职技能与专业技能
两个方面进行培训， 全方位提升学生
的就业竞争力； 针对 “一带一路” 沿
线省份少数民族学生开展了 “一带一
路” 区域就业宏志助航培训， 加强外
语类学生的情商培训与演讲表达能力，
举办了外语类人才培训等； 学校还联
合策马翻译、 北汽集团为学生提供了
“企业需要什么样的毕业生” “解读汽
车行业人才素质需求” “演讲能力提
升” 等主题培训， 并在培训结束后为

学生提供实习及真实就业岗位， 增强
培训效果。

“我是一名来自农村的孩子，家境
相对贫困，身边的亲人朋友上大学的也
少。 找工作之前，我很迷茫，不懂面试，
不会选城市，不会选择行业，但经过培
训，我逐渐找到了方向。”北京科技大学
材料专业硕士毕业生陈悦聪告诉记者，
“培训让我有了很大的收获， 感谢党和
国家对我们的关心，也感谢宏志助航的
各位老师，帮我解决了很多问题。 我决
定将个人发展和祖国发展结合起来，到
钢铁行业的生产一线，担任生产工艺工
程师，发挥专业所长，为中国成为制造
强国而努力。 ”

“希望更多孩子都能找到心仪的
工作， 顺利度过求职季， 展开人生新
篇章。” 张静由衷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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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曦

拓展宏志助航培训项目
全力提升毕业生求职能力

北京科技大学

□本报记者 任洁

北京工业大学

北京科技大学培训基地承担的宏志助航培训， 帮助毕业学子成长

北京工业大学就创中心的值班老师正在接受学生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