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四五”创新劳动文化
建设方案

明确“固化”“优化”“深化”三
化建设思路与步骤。固化成果，完
善制度。将劳动元素深度融入学院
重大节日、纪念日等活动中，将劳
动教育贯穿于教育教学全过程。优
化环境，营造氛围。建设劳动文化
景观，优化提升室廊文化，形成一
批劳动文化特色景观。深化研究，
总结提升。结合新校史馆建设，深
入挖掘学院劳动文化内涵，加强劳
动文化理论研究。

构建“四位一体”劳动文化体
系。经过一系列建设，学院将形成
劳动文化研究、劳动文化景观、劳
动文化活动、劳动文化教育相结合
的“四位一体”劳动文化体系。

实施“五个一”工程。学院计划
成立一个研究中心、建设一个主题
展馆、形成一系列文化景观、打造
一系列品牌活动，培育一系列建设
成果，实现劳动文化与学院历史传
承、办学特色、人文精神、校园环境

的有机融合，形成具有独特劳职个
性的特色文化。

预期在两年的建设期内，“劳
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
文化氛围在全院更加深入，师生
对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
神的价值观更加认同，达到使学
生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具有必
备的劳动能力，培育积极的劳动
精神，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和品
质的目标。

十大建设措施做实劳动
文化教育

为落实“三四五”劳动文化建
设方案，山东劳动职业技术学院细
化了十大建设措施，为在建设期内
实现预期目标提供了保障。

建立劳动教育课程体系。围绕
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工匠精神等
开设劳动教育必修课；积极开展实
习实训、专业服务、社会实践、勤工
助学等活动；每学年设立劳动周、
劳动月。

健全劳动素养评价制度。将劳

动教育课程纳入学分制管理，将劳
动素养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
系，把评价结果作为衡量学生全面
发展情况的重要内容。

建设劳动文化景观。打造兼具
人文情怀，体现技术创新领先、劳
动特色的文化广场和“劳动文化长
廊”，充分发挥环境文化的美育价
值、道德认同性价值、知识性价值
和社会性价值。

优化提升室廊文化。在实习实
训场地建设企业形象展示区、劳动
模范和大国工匠风采展示区、杰出
校友、大赛获奖选手及教学名师展
示区、优秀学生作品展示区等，彰
显环境文化的熏陶作用和育人功
能。

打造“劳动文化月”“劳职大能
手”“青春劳职”文化品牌。创新校
园活动，持续开展“劳动大讲堂”，
大力宣传“劳职大能手”，擦亮一批
以“劳动”命名的文化活动品牌。

开展与学校相关的重大节日、
纪念日的纪念活动。在开学典礼、
毕业典礼、校庆纪念日等活动中既
挖掘劳动文化元素，又弘扬劳动文
化精神。

建设劳动文化与劳动教育主
题展馆。建设新校史馆、劳动文化
劳模精神展馆，充分展示学院办学
过程中积淀的“劳动”文化以及人
才培养取得的优秀成果。

成立劳动文化(教育)研究中
心。重点对劳动文化、劳模精神、工
匠精神和高职院校劳动教育的内
涵、实施劳动教育实践以及新时代
劳动教育理念及保障等内容进行
探索，提供有益借鉴。

五大原则把好劳动文化教
育方向

劳动文化是学院的成长基因，
从1955年建校之初，学校就坚持教
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实践育人
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在当下，学院
更加充分认识到新时代培养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对加强劳动教育
的新要求，坚持五大原则，传承劳动
文化基因，把好劳动教育方向。

坚持导向性原则。坚持社会主
义文化方向，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和
教育方针，唱响社会主义、爱国主义
和集体主义主旋律。坚持时代性原
则。准确把握时代特征，积极适应形
势变化，不断融入新元素，丰富和更
新劳动文化。坚持主体性原则。立足
于人的全面发展，促进师生员工的
个性发展和全面素质的提高。坚持
职业性原则。与专业教育教学紧密
结合，融入职业技能、职业理想、职
业人文素质等内容，促进学生综合
职业素质的提升。坚持系统性原则。
充分发挥文化活动、文化设施、文化
环境、制度建设等各要素作用，促使
劳动文化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劳动基因是山东劳动职业技术
学院的成长基因。学院将肩负历史
发展赋予的使命，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11月24日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
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精神，为
切实解决有教育无劳动提供劳职经
验，在新时代唱好爱劳动、会劳动、
懂劳动的劳动教育“三部曲”，促进
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

弘扬劳动精神 培育时代新人
山东劳动职业技术学院创新“三四五”劳动文化建设方案，做实劳动教育

今年是山东劳动职业
技术学院建校65周年，65年
以来，学院始终以培育高
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弘扬
劳动精神为使命，把劳动
精神、劳模精神、工匠精神
深度融入到办学和人才培
养全过程。为贯彻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
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
育的意见》、教育部《大中
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
行)》文件精神，努力构建富
有文化内涵、时代风格和
学院特色的劳动文化，山
东劳动职业技术学院创新
劳动文化建设，打造“三四
五”劳动教育方案，为培育
爱劳动、会劳动、懂劳动的
时代新人，构建德智体美
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树
立了劳动教育在高职院校
落地、做实的劳职样板，提
供了劳职经验。

2020年，持续开展“劳动大讲堂”，打造一批劳动文化品牌

一、参与范围
1 .本校毕业生及有关学校毕

业生；
2 .按国家规定注册备案、未

列入失信名单的用人单位。
二、活动安排及参会流程
(一)云招会(线上)
根据疫情防控要求，避免意

外发生，今年的毕业生就业双选
活动主要以线上方式进行，不再
安排用人单位线下宣讲。线上“云
招”平台将提供“在线宣讲、线上
洽谈、线上邀约、线上面试、线上
签约”等完整流程的求职与招聘
双向选择服务。

1 .活动时间：2020年12月1
日—31日

2 .报名与审核
用人单位登录山东畜牧兽医

职业学院就业信息网(h t t p : / /
sdmyxy.sdbys.com/)进行注册登
录，并申请参加“山东畜牧兽医职
业学院2021届毕业生就业双选活
动——— 云端招聘会”。学校安排专
人在2个工作日内审核参会资格。

3 .材料发送
用人单位通过报名审核后，登

录报名系统填写招聘信息，上传宣
讲视频，并在2个工作日内将空中
宣讲会海报(按照模版要求)发送
至邮箱sdmxjy@163 .com，邮件以

【单位名称+宣讲会海报】命名。
提示：用人单位须自行设计

“云招”宣传海报，海报内容至少
包含直播平台、直播时间、直播ID
等关键信息，直播时间段应在12
月每天16:00-21:00之间，具体时
段自行确定(周末不限)。学院对
各单位自行设计的海报仅做政治
性审核，其他内容文责自负。通过
政治性审核的海报，将由学院统
一编印，以线上、线下两种方式宣
传发布。未能按时提供合乎印刷
要求的海报，只能线上分发。

4 .双选流程
毕业生借助宣传海报，并通

过微信平台、学校就业信息网收
看企业宣讲视频，查阅招聘信息，
向用人单位投递个人简历，邀约
网上洽谈与面试。达成协议的，网
上签约。

5 .云招会(线上)院校端免收
服务费。

(二)山东畜牧职教集团专场
(线下)招聘会

山东畜牧职教集团2020年会
将于12月下旬召开。按照职教集团
章程的有关规定，为促进职教集团
成员单位之间的深度交流与合作，
会议期间将开设职教集团成员单
位线下专场招聘会。参加线下专场
招聘会的单位应同时申请参加云
招会。

1 .会议时间：2020年12月19日
(星期六)8：00—16：00

2 .会议地点：山东畜牧兽医职
业学院北校区图书信息中心一楼
大厅

3 .报名与审核：参会单位登录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就业信息
网，注册登录并申请参加“山东畜
牧兽医职业学院2021届毕业生就
业双选活动——— 职教集团专场招
聘会”。用人单位网上申请2日内，
及时关注报名系统审核情况。

4 .信息发布：招聘信息将通过
学院就业信息网、微信公众号、招
聘宣传海报等媒介向全体毕业生
发布。

5 .参会报到：与山东畜牧职教
集团2020年会同时签到，领取会议
材料。报到时需提交加盖单位公章
的《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2021届
毕业生就业双选会申报表》(扫描
二维码下载)。18日全天参加山东
畜牧职教集团年会，19日参加现场
招聘会。

6 .双选会会务服务
(1)参会单位于招聘会当日

8:30前入场，当日下午16:00前，
可在展位安排面试。

(2)招聘会会场为每个单位提
供展位1个，楣板1块，桌1张，座凳2

个，笔本及会刊等材料一套。
(3)现场招聘会免收服务费。

参会单位之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7 .参会要求
(1)每个单位参会人数限2人

以内，遵守学院疫情防控要求，并
配合做好体温检测、健康码查验、
活动轨迹查验等工作。参会人员需
全程佩戴口罩，如遇身体不适要及
时告知会务人员并服从应急处置。

(2)用人单位应确保发布的招
聘信息真实准确并按时参会。对发
布虚假招聘信息、已安排展位但无
故缺席的用人单位，学院将其纳入
失信单位名单，限制后期入校招聘
活动。

(3)参会单位应积极协助做好
招聘现场的安全保障工作，严禁乱
贴乱写，杜绝一切存在安全隐患的
行为。招聘现场不使用音响，或开
展影响其他单位招聘的活动。

三、同期活动
学校同期举办“大学生就业创

业政策宣讲会”“职业生涯规划专
题讲座”及就业签约指导等活动。

四、其他
1 .凡未办理参会手续的单位，

不予提供招聘服务。学校对擅自招
聘及聘用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不
予负责。

2 .用人单位须在2021年3月
底前与留用毕业生签订劳动合
同，或在山东高校毕业生就业信
息网上签约。

五、联系人
孙老师 0536-3086253
王老师、祁老师
0536-3082126

齐鲁名校集中招聘活动(秋冬季)
暨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2021届毕业生就业双选活动公告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
学院是山东省农业农村
厅直属高校，是国家双高
计划建设院校、国家骨干
高职院校，面向全国招
生，现在校生1 . 4万余人，
是全国最大的畜牧兽医
类人才培养基地。2021届
应届专科毕业生3026人，
其中畜牧养殖大类毕业
生占八成以上。

为做好毕业生就业
与用人单位招聘双选服
务，结合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实际，经研究，确定今
年12月为学院“毕业生就
业双选服务月”，采用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组
织开展“齐鲁名校集中招
聘活动(秋冬季)”“毕业生
就业指导活动周”“山东
畜牧职教集团企业成员
单位专场招聘会”等一系
列双选服务活动。有关活
动安排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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