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把手带头访企拓岗
党团班一体化促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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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手带头访企拓岗， 搭建校企
合作平台； 各专业 “党团班一体化”，
全体辅导员带领各专业党支部攻坚克
难促进就业工作； 提供各类求职服务，
在简历、 面试、 职业规划等方面给予
学生引导和帮助……为促进应届毕业
生就业， 记者了解到， 北京物资学院
推出了一系列创新举措， 为毕业生提
供更多的就业选择， 缓解他们的求职
压力和焦虑情绪。

面对严峻的毕业生就业形势，北京
物资学院创新工作亮点不少。 “一把手
带头访企拓岗， 搭建校企合作平台，让
学子就业不再难。 ”北京物资学院就业
创业指导中心副主任郭娟说。 据介绍，
北京物资学院挖掘校友企业、 实习企
业、 就业企业以及项目合作单位资源，
广泛发动广大教职工利用各种渠道，搜
集用人招聘信息， 重点关注互联网、大
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创
造的就业机会，支持毕业生实现多渠道
就业。

4月13日， 北京物资学院院长刘军
带队走访校友企业北京东方慧博人力
资源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沟通学生就
业情况。 刘军希望双方继续深入合作
领域， 发挥公司在人力资源服务领域
的专业能力和行业影响力， 联合开展
组织 “人力资源服务发展论坛” “校

友企业专场招聘会” 等活动， 联合慧
博研究院与学院的研究团队开展人力
资源、 组织管理、 公共管理等方面的
理论与实践研究， 共同探讨新时期特
色学科建设 、 特色高素质学生培养 、
高素养教师队伍建设的新模式、 新思
路、 新方法， 将优质的企业专业资源
转化为高质量教学资源， 助力学子梦
想， 贡献校企力量。

4月14日， 北京物资学院党委书记
王文举带队走访了校友企业一德期货
有限公司。一德期货公司以吕拥华总经
理为代表的物院校友，秉承强烈的校友
情怀和工作使命感，对校企合作给予高
度重视， 为母校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王文举希望一德期货在校企合作方面
继续发挥引领作用，在学生培养、实习
实践、学校科研、专业教学等方面深化
合作，为学校学生就业提供平台，同时
学校会积极支持一德期货的事业发展，
助力提升行业影响力，实现双方的合作
共赢。 会上，王文举向一德期货公司授
予“校友实习实践基地” 牌匾。

“为帮助2022届毕业生顺利就业，
北京物资学院实行各专业 ‘党团班一
体化’ 纵向促进模式， 全体辅导员带
领各专业党支部攻坚克难促进就业工
作。 就业创业指导中心成立就业工作
室， 为辅导员搭建就业学习交流平台。

这是我们学校就业的又一个亮点。” 就
业创业指导中心朱晓婷老师说。

北京物资学院在加强研判、 摸清
底数、 深挖市场、 重点帮扶等一系列
工作措施的基础上， 实行各专业 “党
团班一体化” 纵向促进模式， 全体辅
导员带领各专业党支部攻坚克难促进
就业工作， 实现辅导员 “人人做就业，
年年做就业” 的工作格局。

该校就业创业指导中心建立与市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市教委之间的
沟通渠道， 第一时间掌握政策导向及
就业信息资源， 同时成立就业工作室，
为辅导员搭建就业政策指导、 就业技
能培训 、 就业经验交流学习的平台 ，
从而提高学校辅导员就业方面的业务
能力， 更好地提升学生就业质量。

“在疫情常态化的2022年， 作为
毕业生 ， 确实存在不小的就业压力 。
但是我所在的专业党支部书记就像自
己的家人一样， 定期关心我是否找到
工作， 帮我做职业规划， 还会有党支

部的其他党员同学， 提示我什么时间
有双选会， 记得去投递简历， 学校又
发了哪些招聘信息等等……我觉得心
里暖暖的， 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北京
物资学院一名毕业生如是说。

此外，北京物资学院还提供各类求
职服务，在简历、面试、职业规划等方面
给予学生引导和帮助，坚持“时时有指
导，处处有服务”的就业工作理念，搭建
“课堂+基地+活动+网络” 的多维指导
平台，针对不同学生提供“一对一”就业
服务。 学校还举办“职业生涯大赛”“模
拟招聘”“职业能力提升特训营”“面向
职场系列讲座”“校友讲坛”“生涯人物
访谈”等活动，提升毕业生就业竞争力。

据统计 ， 北 京 物 资 学 院 2021-
2022学年共组织公务员 、 事业单位 、
基层就业项目等政策解读讲座10余场，
共计2000余毕业生参加； 就业指导相
关训练营， 如校招就业技巧培训、 简
历制作、 面试技巧等线上线下课程20
余次， 累计2500余人次参与。

北京建筑大学落实一系列促就业
举措， 通过个性化一对一就业指导服
务、拓展就业岗位、精准提供就业指导
等方式，千方百计帮助应届毕业生拨开
前途迷雾，迈好走向社会的第一步。

大四下学期考研失利， 又错过秋
招， 是继续考研？ 还是干脆直接找工
作？ 这令北京建筑大学机电学院应届
毕业生金铭陷入了迷茫纠结。 “还好
有学校就业指导老师的分析和帮助 ，
让我找到了前进的方向。” 金铭说。 目
前， 金铭被一家心仪的单位录用， 已
经正式上岗了。

今年二月 ， 考研成绩刚刚公布 ，
北京建筑大学就业指导中心就全面摸
排了学生的考研情况， 提供个性化一
对一就业指导服务。 “当时我在继续
考研和就业之间徘徊， 学院的就业指
导老师胡洁根据我的想法和实际情况，
帮我耐心梳理分析二者利弊 。” 金铭
说。 几次单独约谈后， 他对自己在就
业市场的竞争力有了清晰的认知， 也
意识到 “未必只有继续深造一条路可
走， 参加工作也是不错的选择”。

随后， 胡洁老师持续跟进， 根据
金铭的现有情况、 期望行业、 预期岗
位及薪资等要求， 引导他梳理了详细
的求职清单， 并针对不同单位的招聘
需求， 对其简历进行个性化修改， 突
出了优势技能 。 “胡老师经验丰富 ，
总能一针见血地提出问题。” 金铭说，

无论是排版还是内容，就连邮箱的选择
都有讲究。 比如自己简历中的联系方
式原本是一串数字的QQ邮箱，老师嘱
咐他重新申请一个以名字命名的邮箱
号。 “胡老师说，数字多就容易输错，使
用拼音当作邮箱名会避免招聘人员因
输入错误，联系不上我。 ”在就业中心
老师的悉心帮助下，金铭最终如愿以偿
地收到了一家对口央企的录取通知。

据北京建筑大学就业指导中心相
关负责人介绍， 该校为毕业生设立了
两本 “一对一” 就业台账， 一本针对
毕业生， “一人一档” 建立覆盖整个
求职全过程的就业台账， 精细记录了
每名毕业生的基础信息 、 就业意向 、
求职过程 、 帮扶需求 、 就业状态等 ，
并通过细化深度辅导， 精准掌握毕业
生的个性化需求， 线上、 线下精准开
展 “一对一” 指导2000余人次。

在今年， 针对826名有意向无单位
的学生扎实开展精准推荐， 校院联动，
建立企业专属微信招聘群100余家； 通
过微信公众号分学院 、 分专业做好
“一 ‘职’ 为你” 毕业生个体就业推荐
4期， 累计推荐毕业生373人。

土木学院2022届毕业生赵宇昂曾
就读于土木工程 （道路与桥梁工程 ）
专业， 在校期间获得多项个人奖励和
集体荣誉， 立志成为一名出色的工程
师。 今年上半年他考研失利， 同时受
疫情影响， 春季招聘会减少线下模式，

招聘岗位需求缩减， 就业渠道相对收
窄， 他一时感到找工作压力很大。 学
院班级就业骨干、 辅导员、 毕设导师、
班主任集体联动， 给赵宇昂提供面试
辅导、 推送就业信息、 疏导心理压力、
提升专业素养等服务。 经过努力， 赵
宇昂同时被多家企业录用， 他最终选
择了北京市建设工程质量第三检测所
有限责任公司， 并在实习中表现优秀，
同时引荐同专业3位同学入职该单位，
他们的工作能力和综合素质均受到企
业的高度认可。

“一对一”就业台账的另一本是针
对企业。北建大就业指导中心对近五年
接收毕业生较多的重点企业做了梳理，
3月以来，已与北京市水务局、北京建工
集团、 中冶京诚等200余家用人单位沟
通，拓展就业岗位1800余个，推荐2022
届毕业生500余人。

此外， 北建大通过市人社局北京

毕业生就业创业服务中心联合开展属
地北京生源推荐184名学生。 同时， 学
校针对学生投递单位情况， 跟踪学生
求职进展， 校院协同调整学生就业预
期， 并为学生提供求职技能辅导， 主
动联系投递单位人力部门， 为学生沟
通协调面试机会。

早谋划、 早启动。 2022年2月末至
6月中旬， 北京建筑大学就业指导中心
面向全体2023届学生开展了 “毕业动
员季” 活动： 面向该年级本研辅导员
开展集中辅导3次， 围绕动员季任务分
解、 关键节点、 数据解读、 资源使用
等开展专题研讨 ； 并且全覆盖调研 ，
摸实学生意向分类和当下进展， 先后
开展分类辅导34场， 覆盖学生3700余
人次， 为后续对接行业重点企业、 推
进暑期实习打好基础， 减轻疫情等不
确定因素对就业升学带来的不利干扰，
提升学生求职适应力。

□本报记者 周美玉

精准指导精准推荐促就业
北京建筑大学

□本报记者 马超

北京物资学院

北京物资学院党委书记王文举 （右五） 带队走访校友企业为毕业生拓岗

北京建筑大学精准掌握毕业生的个性化需求， 线上与线下结合开展 “一对一” 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