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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谋划促毕业生早就业

说起今年的就业工作，成都中

医药大学药学院党委副书记胡媛

的最大感受是“焦虑”。“分管学生

工作这么多年，就业形势从没有如

此严峻。”

2017年，成都中医药大学中药

学专业入选“双一流”，毕业生在中

医药行业非常抢手。“以前都是用

人单位主动来要人，但今年很多单

位却没了消息。”从未有过的紧张

气息朝胡媛“扑面而来”，她和同

事们很清楚，“如果不打赢这场

‘硬仗’，很多学生可能一毕业就面

临失业。”

打电话、发微信、为用人单位

和学生牵线搭桥……今年 4 月以

来，胡媛和同事们每天工作超过10
小时，在线联系沟通两百人次以

上。尽管“拼尽全力”，但还是达不

到预想的效果。

面对严峻形势，学院发起促进

就业“百日冲刺”，采用“厘清源头-
精准帮扶-包干推荐”的“一线三段

式”就业服务法，“全院上下总动

员”，将709个毕业生的就业辅导任

务，分配落实到学院相关教师。从

排查求职情况、收集就业数据、汇

总招聘信息，到学生简历帮扶、面

试指导，实现了学生就业一对一、

全过程帮扶。

成都中医药大学的“状态”，是

疫情期间四川不少高校的“常态”。

为保障高校毕业生顺利、高质

量就业，四川省谋划在前、部署在

前、落实在前，省委、省政府主要领

导“主抓力推”，教育、人社等部门

建立了定期会商、集中研判、信息

共享、项目衔接等机制,推动各高校

落实就业“一把手”工程，完善校、

院两级就业工作体系,形成促进高

校毕业生就业的强大合力。

四川省教育厅力推“互联网+
就业”，利用互联网为毕业生提供

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的就业指导

服务。同时，根据疫情防控形势，

指导高校有序恢复组织现场招聘

活动，6 月 15 日，教育厅联合多部

门共同组织举办“百日冲刺 梦圆

盛夏”四川省2020届高校毕业生首

场线下大型招聘会，组织 174家单

位提供岗位需求数近5000个。

9 月 7 日，西南石油大学迎来

开学季，同时也迎来2021届毕业生

就业“开门红”。开学首日，该校连

续三天邀请 26家大中型用人单位

来校招聘2021届毕业生，提供工作

岗位 1300多个，毕业生一进校门，

就能参加线下双选。

今年 6 月底才把 2020 届毕业

生顺利送上工作岗位，又“无缝对

接”启动了 2021 届毕业生就业工

作。这个暑假，学校招生就业处就

业中心的工作人员几乎一天都没

有休息。

西南石油大学招生就业处处

长张敏表示，学校按照国家和全省

要求，综合研判疫情影响，制定了

“早思考、早谋划，促进毕业生早就

业”的工作思路。

“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在7月完

成了毕业生生源信息核验、毕业班

辅导员业务培训和就业指导、全校

毕业生就业意向摸排工作。在8月

中旬，便举行了2021届毕业生首场

线上云双选，当天就有 20 余名

2021届学生签约。”张敏说。

重点群体“一个都不能少”

6月 12日，在武汉一家宾馆的

会议室里，四川农业大学举行了一

场跨越千里的“毕业授位典礼”，学

校领导率学工、就业等部门负责

人，专程从四川赶赴武汉，为受疫

情影响无法回到学校的 2020届湖

北籍本科毕业生拨穗、授位。

这场“特别授位”的背后，是学

校对湖北籍毕业生就业问题的高

度重视和关注。“就业情况怎么

样？找工作还有哪些困难？需要

学校提供什么帮助？”授位典礼现

场，学校招生就业处负责人仔细询

问每一名学生的近况，以便制定精

准的指导、帮扶措施。

四川农业大学共有 63名 2020
届湖北籍本科毕业生，疫情之下，

学校按照“重点关注、重点推荐、重

点服务”的原则，高度关注他们的

学习生活和就业情况，为每名湖北

籍同学发放了 300 元至 1000 元不

等的慰问金，实现了湖北省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100％受助。

学校第一时间成立了就业帮

扶导师小组，对湖北籍毕业生在升

学、就业等方面提供指导与帮助，

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目前，全

校有就业意愿的湖北籍本科毕业

生已全部顺利就业。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财会专业

毕业生张磊（化名）患有先天性听

力障碍，家庭经济又比较困难，临

近毕业，他的就业问题牵动着学校

招就处处长李滨雁的心。

“这样的学生，如果得不到及

时的指导和帮助，可能就无法正常

就业了。……”李滨雁先找到张

磊，帮助他分析自身的优势，树立

起择业信心，接着发动身边的同

事、朋友，到处联系相关用人单位，

多方奔走。

在学校的帮助和推荐下，张磊

找到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实习，期

间，他的认真细致得到了用人单位

的好评，现在已经顺利转正。

张磊顺利就业并不是个例。

四川省高度重视贫困家庭、湖北

籍、残疾毕业生三类重点群体的就

业问题，要求“牢牢兜住民生底

线”，在全国率先发文安排湖北籍

毕业生就业工作，并通过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方式多渠道、多形式开展

重点群体毕业生招聘活动。针对

今年特殊情况，教育厅将就业困难

毕业生帮扶人数比例提升 50%，从

以往的 2 万名增加到 3 万名，覆盖

到全省高校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毕

业生，对城乡低保家庭、残疾、因疫

致困等毕业生尽力倾斜。

目前，四川高校建档立卡贫困

家庭毕业生、湖北籍毕业生、残疾

毕业生总体就业率已超全省平均

水平。

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

四川农业大学旅游管理2班团

支书张锡，成绩优异，是班级4名学

生党员之一。在校期间，张锡一直

想考选调生，但受疫情影响，选调

生考试迟迟没有进行。今年 4月，

四川一家银行愿意接收张锡就业，

但他害怕签约后，便无法以应届生

身份参加选调生考试，犹豫不决。

张锡的辅导员杨珩介绍，像张

锡一样，因就业岗位未达到心理预

期而放弃就业的毕业生还有不少，

有的甚至“坐等疫情结束”。杨珩

找到张锡，和他一起分析就业形

势，鼓励他“先就业，后择业”。在

学院和辅导员的帮助下，张锡成为

全班率先就业的学生之一。

思路转变后的张锡，联系到班

上其他 3名学生党员和班干部，根

据学院提供的就业困难学生名单，

帮助 7名就业困难同学联系工作。

辅导员也从思想转变、心态稳定、

单位选择、简历制作等对未就业学

生展开就业指导。“党员班委带就

业，对口帮扶促就业”，在师生的共

同努力下，班上绝大部分同学都实

现了就业。

今年 4月，2020届硕士研究生

招生考试结果出炉之际，川农大旅

游学院党委副书记郭凌察觉到，部

分与分数线“擦肩而过”学生，内心

极其纠结：继续备考还是就业？

“是继续备战考试？还是尽快

工作？这不是单选题，只要怀揣梦

想，任何时候都可以学习。‘面包’

与梦想的双重压力，是每个人必须

面对的‘成长代价’……”郭凌的

一封书信，以“站在人生梦想的十

字路口”为题，帮助学生理清思维

误区的同时，也带给不少毕业生走

向社会的勇气。

良好的自我认知和职业规划，

对促进大学毕业生就业有重要意

义。为了引导毕业生树立正确的

就业观、成才观，四川将就业指导

关口前移，鼓励新生入校后即在

老师指导下建立自己的成长档

案，并分阶段对学生开展学业发

展、行业前景、实践实训、求职技

能等就业指导活动，推动就业指

导全程化。

四川省鼓励大学生进机关、进

企业、进社会服务机构等实习就业

为主要内容的“万人逐梦计划”，帮

助大学生更加理性务实的规划职

业生涯，推动就业引导科学化。近

三年来，每年都有 1万余名大学生

参与“万人逐梦计划”。

据了解，为了助力大学生职业

生涯，四川各高校开足开齐大学生

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相关课程，全

省有毕业生的109所高校均开设有

相关课程，106所高校纳入学分管

理，累计开设课程249门。

广安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认真落

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

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瞄

准“80”、“50”目标下功夫，全力冲刺

公 办 学 前 教 育 三 年 行 动 计 划

（2018—2020 年），加快厅市共建学

前教育改革发展实验区建设，加速

构建公平、普惠、优质的学前教育公

共服务体系。

从硬件基础入手，着力扩大资

源总量。2017 年，广安市独立成建

制的公办幼儿园 713所,占幼儿园总

数的 10.94%，公办幼儿园在园幼儿

占比 26.4%，低于全省、全国平均水

平，大部分适龄幼儿只能到收费较

贵或条件较差的民办幼儿园就读，

人民群众意见较大。为加快补齐公

办学前教育短板，广安市全域实施

公办学前教育示范市三年行动计

划，从2018年起，用三年时间投入20
亿元建设公办幼儿园160所，新增学

位数 61950 个，到 2020 年全市公办

幼儿园学位数占比达到 80%。为推

进既定计划实施，坚持将公办幼儿

园规划选址在人口密集区和公园绿

地旁，出台《关于新出让土地配套建

设公办幼儿园的通知》，确保小区配

建园及时交付政府举办成公办园，

对建设所需的 1216 亩建设用地统

征后全部按教育用地无偿划拨，并

多措并举破解资金瓶颈。截至目

前，累计开工建设公办幼儿园 122
所，其中，已建成投用 60所，新增公

办学位 2.1万个，公办幼儿园学位数

占 比 由 2017 年 的 26.4% 提 高 到

45.04%。今年秋季，该市将再建成

投用 40所，在建公办幼儿园学位占

比将达 80%。2021 年，全部项目建

成投用后，全市 80%的适龄幼儿能

享有优质、普惠的公办学前教育，长

期存在的“入园难、入园贵”问题将

得到有效解决。

从规范运行入手，着力扩大资

源利用。广安市致力将“好事办好、

实事办实”，坚持公办主体地位，着

力完善体制机制，健全政策保障体

系，特别对所有新建公办幼儿园明

确机构性质、领导职数，通过公考、

遴选等方式选配园长、副园长。创

新出台合同制教师保育员招聘管理

办法，明确规定由财政足额保障公

办幼儿园合同制教师工资待遇和

“五险”，2018年、2019年共公开招聘

合同制幼儿教师 573名。统一设置

公办园LOGO，统一编印发放《童梦

中国·爱在广安》园本读物，统一建

立工作规章制度，统一开展园长、合

同制教师培训，统一调剂提升保教

费用，全域实施“以园带园，以城带

乡”工程，整体提升全市幼儿园保教

水平。目前，正围绕“50”攻坚，扩大

公办幼儿园学位供给，对 2018年投

用的新建幼儿园实行满员招生，2019
年投用的新建园不少于2/3的学位用

于招生，2020年投用的新建园不少于

1/3的学位用于招生，同时已按此招

生计划对外招聘合同制幼儿教师552
名，确保今年秋季开学全市公办幼儿

园在园幼儿占比超过50%。

从构建普惠入手，着力扩大资

源共享。加快厅市共建学前教育改

革发展实验区建设，积极探索可复

制、可推广的学前教育改革发展新

模式，切实通过“新建公办+剥离附

属+小区配建+升级民办”普惠方式，

基本建成广覆盖、保基本、有质量的

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今年 4
月，广安市人民政府专门印发关于

解决公办幼儿园资源不足问题的通

知，明确“新建公办幼儿+剥离附

属+小区配建+升级民办”的普惠方

式，并从规范运行、文化创建、特色

打造、内涵发展等方面着力，广泛实

践教学去小学化、幼小衔接、园家共

育、寓教于乐等保教理念，致力办好

群众家门口的幼儿园，切实解决就

近上公办幼儿园难的问题。目前，

已启动68所中小学附设幼儿园剥离

工作，开展小区配建幼儿园治理，开

工建设小区配建幼儿园 8 所，完成

小区配建幼儿园 10 所，完成移交、

回收和购置 3 所，新认定普惠性幼

儿园155所，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

到80%。

““决不放弃一个学生决不放弃一个学生！”！”

制发就业专项工作文件30多份，3月以来，全省高校平
均每天举办各级各类网络招聘150余场次，6月以来，举办
校园线下招聘活动近100场、提供岗位2.8万余个……

一长串数字，反映的是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四川高校毕
业生就业工作的“快节奏”。今年春季学期，四川大部分高
校学生都未返校，但就业工作却紧锣密鼓、马不停蹄，比以
往任何时候都要繁忙。

四川是教育大省，高校毕业生体量巨大，受疫情、经济
结构调整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就业形势十分严峻。“保就
业就是保民生，我们决不放弃一个学生！”四川省教育厅高
校学生工作处负责人告诉本报记者，四川全面落实“六稳”

“六保”要求，抓统筹、拓渠道、强服务、兜底线、求实效，扎实
推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

■ 本报记者 鲁磊

——四川多举措促进高校毕业生“稳”就业

开学季，西南石油大学迎来2021届毕业生招聘潮。（曹正 摄）

▲

广安市广安市：：加速建构学前教育普惠体系
■ 谭晓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