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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教育·特刊

缘何山东农业大学入选“全国高校就业50强”
——— 山东农业大学毕业生就业工作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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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3年4月教育部组织
开展的全国毕业生就业典型
经验高校实地调研过程中，
山东农业大学从全国众多候
选 高 校 中 脱 颖 而 出 ，荣 获

“2012—2013年度全国毕业生
就业典型经验高校”荣誉称
号。这既是对山东农业大学
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高度肯定，
更是山东农业大学办学水平
和教育质量的充分体现。

山东农业大学坐落于五
岳独尊的泰山脚下，是一所
拥有百年办学历史的省属高
校。多年来，学校以服务“三
农”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为
己任，坚持特色立校、质量兴
校、人才强校，走内涵发展道
路，现已建设成为以农业科
学为优势，生命科学为特色，
融农、理、工、管、经、文、法、
医、艺术学、教育学等于一体
的多科性大学，是教育部本
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优秀高
等学校，是农业部、国家林业
局和山东省政府共建高校，
是山东省确定的五所应用基
础型人才培养特色名校建设
单位之一，是教育部创新创
业训练计划实施学校。

学校坚持以学生就业成
才为导向，始终将毕业生就
业工作作为学校改革发展的
生命线，坚持做到领导重视
与全员参与相结合，统筹兼
顾与量化考核相结合，实事
求是与改革创新相结合，指
导服务与导向成才相结合，
推动了毕业生就业工作顺利
开展。毕业生就业率和就业
质量位居山东高校前列，2011

年以优异成绩顺利通过山东
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检查
评估。2007年、2012年两次被
评为山东省普通高校毕业生
就业工作先进集体，2009年被
评为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
业工作先进集体。

完善就业工作顶层设计

学校高度重视毕业生就
业工作，将毕业生就业工作
作为学校的质量工程、民生
工程、一把手工程，确立了

“三全”的就业工作指导思
想，明确了“两高一确保”的
就业工作目标。“三全”，即全
年关注、全员参与、全程指
导。全年关注：将毕业生就业
工作摆在各项工作的首位，
列入年度党政工作要点，统
一调度、统筹安排，把握就业
工作的关键时期，突出重点、
强化服务，做到就业工作时
时在状态。全员参与：深化校
院两级一把手工程，加强领
导、齐抓共管，部门学院联
动，教师学生互动，校友社会
驱动，调动各方资源，凝聚各
方力量，共同做好毕业生就
业工作，做到就业工作人人
有责任。全程指导：构建贯穿
入学到毕业整个培养过程的
职业发展与就业创业指导课
程体系，将就业指导与人才
培养、思政教育、创新创业结
合起来，融入大学生成长成
才全过程，做到就业工作事
事用真心。“两高一确保”即，
实现毕业生初次就业率高于
上年水平，高于全省和全国
同类高校水平，确保毕业生
安全、有序、愉快、文明离校。
全校上下强化就业服务、细
化就业指导、深化就业创新，
构建了以“十个一”为特色的
就业工作体系，即一个指导
思想、一个工作目标、一个保
障体制、一个运行机制、一套
工作制度、一套工作方法、一
套工作内容、一个教育体系、
一个创业平台、一支精干高
效、实干奋进的工作队伍。

夯实就业工作基础保障

学校健全领导体制，完
善工作机制，提高队伍素质，
加大经费投入，强化制度建
设，为就业工作开展提供了
有力保障。

组织建设到位。学校成
立就业工作指导委员会和大
学生就业指导中心(2000年)，
各学院成立毕业生就业工作
领导小组，设有分管副书记
和专职就业辅导员，构建了
校院两级就业工作组织机
构。各学院充分发挥就业主
体作用，主要领导亲自抓，分
管领导靠上抓，辅导员和业
务教师按照一岗双责的要求
一起抓，切实抓好各项就业
工作落实。各部门突出“以学
生为本”的理念，紧紧围绕学
生成长成才、就业创业做好
管理服务工作，搭建平台，贴
心服务，实现了就业工作“全
员化”。

人员素质到位。保证就
业工作人员的数量和质量，
学校现有专职就业工作人员
19名，学院就业指导人员77
名，其中67名具有硕士学位，9
名具有博士学位，26名具有
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完善就
业工作考核评价体系，制定
进一步加强辅导员、班主任
队伍建设意见，做好就业工
作先优评比工作。重视就业
工作人员培训，3人获全球职
业规划师资格证书、25人获
国家级职业指导师资格证
书、30人获国家心理咨询师
资格证书；发表研究论文300
余篇，成果获厅级以上奖励
34次、校级奖励30次；25人次
获得省级先进个人、38人次
获厅级先进个人、160多人次
获校级先进个人。

经费投入到位。加大就
业经费投入，设有就业工作
专项经费，年度财政预算优
先予以保证，重大活动和重
大事项单项预算、专项投入，
每年安排各类就业创业教育
指导经费合计400多万元。加
强硬件设施建设，建立了集
就业咨询、指导、服务、教育
于一体的就业工作阵地，三
个校区就业办公场所总面积
达5000多平方米。先进办公设
备齐全，招聘活动场所充裕。

制度保障到位。实施层
级负责制度，建立健全了“学
校为主导、学院为主体、毕业
生为主角”的就业工作运行
体制。实施考核评估制度，

“既重结果，又重过程；既重
签约率，又重贡献率；既重横
向比较，又重纵向对比”。实
施目标管理制度，要求各学
院截至6月底毕业生派遣离
校时，实现签约率达到70%、
就业率达到90%的基本目标。
实施就业实习导师制度，将
指导实习学生的就业情况与
教学工作量计算和职称聘任
挂钩。实施排查摸底制度，定
期排摸每位毕业生的就业状
况，重点帮扶就业困难生。实
施就业率公示制度和预警制
度，对就业工作进行督促。

突出就业工作服务重点

学校强化指导服务，打造
就业平台，拓宽出口渠道，突
出抓好“八项”重点服务工作。

教育引导就业。“重考
研，不唯考研；重高端就业，
不唯高端就业；重基层就业，
不唯基层就业”，抓住“四个
时期”，做好“十大教育”。“四
个时期”即抓住大四第一学
期毕业生在校的教育有效
期，开展“就业宣传月”活动；
抓住春节前后毕业生求职黄
金期，开展“校园招聘月”活
动；抓住公务员、选调生和基

层就业项目招考的就业机遇
期，开展青春在基层闪光“主
题教育月”活动；抓住毕业生
实习返校的签约关键期，开
展“就业促进月”活动，实现
了就业工作“全年化”。“十大
教育”即重点做好毕业生理
想信念、就业形势等10个方
面的教育指导工作。2012年，
全校共举办各类教育指导活
动200多场次。

课程规划就业。2003年
起，学校开设《大学生职业生
涯设计》和《大学生就业教育
与指导》课，并纳入教学计
划。2011年，构建了贯穿入学
到毕业整个培养过程的职业
发展与就业创业指导课程体
系，分年级、分专题开设《职
业发展与就业创业指导》课
(42个学时、2个学分)，实现了
就业工作“全程化”。2008年以
来，学校编写《大学生职业生
涯设计》、《大学生创业实务
与策略》等就业教育系列教
材。《大学生创新教育理论与
实践的课程教学体系》获学
校教学成果一等奖、教学突
出贡献奖和山东省教研成果
三等奖；《大学生创业教育体
系的探索与构建》和《职业发
展与就业创业指导课程体
系》获学校教学成果一等奖。
2011年以来，共完成540个教
学班、3200余个学时工作量、
10 . 2万人次的教学工作任务。

质量提升就业。强化教
育管理，深化教学改革，突出
实践特色，提升学生专业能
力和职业能力；开设辅修专
业、双专业双学位，优化学生
知识结构，目前双专业在读
学生人数达到4200人；实施大
学生学业规划工程，举办数
学建模竞赛、电子设计大赛、
各级各类社团活动等，提高
毕业生就业的核心竞争力。
目前全校社团达220个，会员
10000余人，2012年开展活动
600余项，25个学生社团获得
国家级、省级、校级优秀社团
荣誉称号。

典型引领就业。做好政
策导向和气氛激发引领，深
入宣传国家促进就业的政
策，营造毕业生勇于到基层建
功立业的舆论氛围。做好专家
教授和典型事迹引领，举办名
师论坛、院长论坛、校友论坛、
大学生就业论坛等活动，开展

“杰出校友”、“大学生创业标
兵”、“大学生创新创业之星”
评选活动，引导大学生树立
正确的就业观和择业观。

帮扶援助就业。坚持“一
线工作法”，一对一、一盯一、
一帮一，重点关注、重点推
荐、重点服务，做好就业困难
学生帮扶工作。开展人文关
怀和心理健康服务，关注毕
业生心理动态，做好心理咨
询引导。开展法律法规教育、
就业安全教育、毕业生文明
离校教育，坚持常态化安全检
查和学工人员夜间值班制度
(2012年累计值班1200余人次)，
确保毕业生顺利融入社会。

基地拓展就业。各学院
按照不低于每50名毕业生1个
基地的标准建立毕业生就业实
践基地。整合教学实习、科研、
创业见习等基地资源，做到教
学、科研、实习、创业、就业统筹
兼顾、相互促进。目前，已建立
基地295家，近三年来通过签
订正式就业协议的形式接收
毕业生2000多名，通过灵活就
业方式接收毕业生近2000名。

市场拉动就业。积极拓
展省内外就业市场。“学院+
部门”定点联系地市，加大就
业工作宣传力度；加强与省
外就业主管部门和用人单位
的联系，拓展省外就业基地。
充分利用各种资源拓宽就业

渠道，定期召开校友联谊会，
充分利用校友资源开展毕业
生就业工作。探索校地合作
新模式，与泰安市人社局联
合成立“人才工作站”，与上
海、天津、深圳等地人才服务
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先后帮
助3000多名毕业生落实了就
业单位。以校园招聘为主体，
每年举办专业类就业市场、
省农林水类就业市场、周末
校园招聘会等校园招聘活动
300多场次。

信息促进就业。加强就
业信息网络建设，建立了便
捷、有效、完善的信息服务体
系。通过校信通、移动飞信、
电子大屏、校园广播、宣传栏
及时发布需求信息，网上网
下相结合，畅通供需信息渠
道。2008年提供岗位2 . 5万个、
供需比1：3 . 8；2009年提供岗
位2 . 3万个、供需比1：3 . 5；2010
年，提供岗位5 . 1万个、供需比
1：8；2011年，提供岗位近7万
个、供需比1：9；2012年，为毕
业生提供需求岗位近5 . 7万
个、供需比达到1：8，确保了
每位毕业生都有一个良好的
就业选择。

彰显就业创业工作特色

学校强化毕业生就业观
和择业观教育，引导学生学
农爱农、立志兴农，实现中国
梦，青春勇担当。

在人才培养上练就本
领。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学
校坚持“学用结合，学以实为
贵”的办学理念，以培养大学
生服务“三农”的创业精神和
就业能力为目标，实施了“本
科生按大类培养，二次选择
专业”制度，构建了“平台+模
块”开放性课程体系。学校着
重围绕强化实践教学和学生
实践创新能力培养，凝练了

“三三式”实践教学体系，荣
获国家级教学成果特等奖。

“三三式”指实践教学体系的
核心包括三个“三”，即：“三结
合”、“三层次”和“三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学校获
得包括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
在内的国家级科技成果奖25
项，省部级以上科技成果奖励
380多项；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
奖8项，其中国家级教学成果
特等奖1项、一等奖2项，省级
以上教学成果奖励61项。建
校以来，学校毕业生中走出
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和国
家技术发明一等奖获得者、中
国科学院院士李振声，中国科
学院院士印象初、朱兆良，中
国工程院院士束怀瑞、山仑、
于振文、李玉，国家技术发明
一等奖获得者庞居勤、李晴祺
等服务“三农”的杰出人才。

在创新创业上提升能力。
学校制定了《关于全面加强
大学生创新创业工作的意

见》，成立创新创业工作指导
委员会，健全创新创业工作
体制机制。将创新创业教育
纳入教学计划和学分体系，
设立科技助研岗和创新学
分，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实
施国家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
计划，开展大学生创新创业
引领计划(SIEG)、学风建设精
品工程等创新创业活动，引
领青年大学生积极投身“爱
农兴农”的创新创业实践。
2008年以来，学校先后举办科
技创新论坛和讲座200多场
次，各类科技创新竞赛200余
项；国家级创新性实验计划
立项90项、国家级创新训练
项目立项39项、SRT立项1500
余项、科技创新行动计划立
项180余项，累计支持资金530
余万元，先后有1 . 5万余名同
学参与。学校连续22年荣获
全国和全省大学生社会实践
活动先进集体，连续10次获
省科技竞赛先进组织单位。
近几年来，在各类科技创新
竞赛中，获国家级奖励339项、
省级奖励986项，185个集体、
91名教师、1000多名学生受到
省级以上表彰。

学校大力开展创业教
育，引导更多的毕业生自主
创业，实现以创业带动就业，
以创业促进就业。2012年举办
职业规划大赛等实训竞赛38
场，连续10年举办大学生创
业计划大赛；2011年来，国家
级创业训练项目立项33项、
国家级创业实践项目立项3
项、校级创业实践项目立项
231项，累计支持资金120 余
万元，先后有7000余名同学参
与，学校被评为山东省首批
创业教育示范院校。在浓厚
的创业氛围带动下，学校毕
业生敢于创业、善于创业，创
业典型不断涌现。2004届毕业
生张晓军被评为山东省大学
生就业创业标兵，2005届毕业
生崔刚被评为山东大学生优
秀创业者，2008届毕业生王风
刚被评为中国大学生创业富
豪榜100强第66 名。2008届
毕业生、全国青联委员、福建
省第十一届政协委员、“中国
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山东
农业大学大学生创业标兵谢
思惠，在校期间即有着浓厚
的农业科技创新兴趣，学校
为其量身打造个性化培养方
案。本科学习期间，他以第一
发明人的身份申报三项农业
科技方面的国家发明专利。
毕业后主动放弃免试推荐研
究生的机会回乡创业，用自
己所学的专业知识，立足三
农、干事创业、回报社会，成
为当地农民致富带头人。2010
年，出资建立了大学生创业
孵化基地，为回乡创业的大
学生免费提供场所，目前已
经吸引了8个创业团队、20多

名大学生加盟。2011年，作为
中国大学生杰出创业代表，
谢思惠应邀参加人社部、教
育部召开的“中国大学生自
主创业工作经验交流会暨全
球创业周峰会”，并做典型发
言，2012年荣获“全国就业创
业优秀个人”荣誉称号，受到
国务院表彰。《人民日报》、

《中国青年报》、中央电视台
等多家媒体对谢思惠返乡创
业的事迹做了专题报道。

在基层服务上发挥才
干。学校积极鼓励和支持毕
业生到基层就业，毕业生基
层服务蔚然成风，“到祖国最
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成为
就业最强音。2008年以来，学
校每年有4700多人报考国家
各类基层就业项目选拔招
募，占毕业生总数的三分之
二以上；先后有57名毕业生
参加西部计划，400多名毕业
生参加“三支一扶”计划，200

多名毕业生成为“大学生村
官”，1230名毕业生参加入伍
预征。在长期面向基层就业
的实践中，学校毕业生扎根
基层、干事创业的先进典型
持续涌现。

1981届毕业生崔学选，全
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全
国优秀援川干部、齐鲁大地
的优秀共产党员、北川人民
的好儿子，主动请缨“到救灾
第一线去！”，彻夜忙碌，积劳
成疾，病倒在援建北川新县
城的第一线，去世时年仅54

岁。胡锦涛同志称赞他身上
体现了“坚强的党性、高尚的
品德、爱民的情怀”。2009届毕
业生韩松松当年选聘到济宁
市微山县，任村官期间工作
业绩突出，2011年4月成为我
省首名女大学生村官村主
任，2011年荣获山东省“十佳
大学生村官”荣誉称号。韩松
松的先进事迹得到李源潮同
志重要批示，并被《大学生村
官报》、《大众日报》、《齐鲁晚
报》等媒体报道。他们在基层
建功立业的事迹激励着一代
又一代农大学子到基层工
作，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发
挥才干，也形成了学校文化
的一道风景。

迭辈英才同筑梦，满园
桃李竞芳菲。学校通过以上
措施，有力地推动了毕业生
更加充分和更高质量就业，
本科毕业生正式就业率达到
87 . 2%，年终总体就业率达到
98%以上。学校毕业生既善于
到高精尖产业“顶天”干事
业，又勇于到农村基层“立
地”创事业，把激情挥洒给大
地，把智慧奉献给“三农”，为
实现山东省粮食生产“十连
增”，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
复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
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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