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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求职主力军依然
是“95 后”，他们找工作更看
重什么？

“肯定希望专业对口，而
且要自己感兴趣。 ”广东农工
商职业技术学院大三学生刘
同学说， 他找工作不会“心
急”，“薪资待遇特别是晋升空

间，如果晋升空间大，可以从
最基层做起。 ”

面对“95 后” 应届毕业
生，企业又是如何应对的呢？

记者在企业的照片公告
上看到，今年进场招聘的企业
给出的薪酬水平普遍上涨。操
作工岗位平均月工资都 在
4000 元以上， 一些大型企业
甚至开出年薪 11 万元的优厚
待遇。

除了薪酬普遍上涨，企业
对新入职人员的人文关怀也
更加重视，如团队建设、内部

福利等，“以前员工宿舍好一
点的是两人间，为了招揽优秀
技能人才，一些大型企业现在
甚至提供单间公寓。 ”一名招
聘专员告诉记者。

该招聘专员介绍，在
如今“95 后”“慢就业”的
大背景下， 校园招聘

“战线” 被拉长， 企业
要想方设法拉近
与学生的距离，以
更 加 人 性 和
柔 性 的 方 式
招揽人才。

羊城晚报讯 记者周聪、 通讯员
汤宁报道：日前，由广东省职业技术
教研室主办、 广州市交通技师学院
承办的第五届广东省技工院校现代
物流专业教师职业能力竞赛在广州
举行。 与此同时，广东省物流行业协
会联合广州市交通技师学院、 广东
省技工院校教研会共同举办了 2019
年粤港澳大湾区冷链物流发展交流
大会暨第 60 届政行校企合作高峰
论坛。

会上，记者了解到，粤港澳大湾
区正在成为中国发展大湾区经济
的先行者，许多前沿的视角正影响
乃至决定产业经济的发展方向，其
中近年来逐渐发达的冷链物流产
业，正以每年 20%的增长幅度备受
瞩目。

“职业教育发展方向必须以行业
为导向， 与企业岗位技能需求融合
才能培养企业需求的人才。 ”广州市
交通技师学院院长任惠霞在致辞中
表示，该学院紧紧依托现代服务业，
围绕物流行业发展需求， 大力发展
物流服务与管理、 航空物流等特色
专业， 其中物流服务与管理专业已
成为国家级示范专业。

据悉，学院坚持“人文与技能并
重，专业知识与职业素养并举”的人
才培养特色，以“校企双制”办学，先
后与阿里巴巴、 德邦物流等世界知
名企业以及珠三角地区的近千家企

业建立了长久纵深高技能人才“校
企双制”培养模式，实现了与区域产
业发展的同频共振，为物流行业的发
展培养了大批高素质的技能人才。

“校企深度融合” 也成为随后嘉
宾主旨演讲环节的核心话题之一。
论坛邀请到了多位专家围绕冷链专
题进行了分享， 话题涉及国内外冷
链物流发展趋势与机遇， 行业、企
业、院校的产业链对接，以及冷链物
流学科建设和教科研特色。

大会还举行了“粤港澳大湾区物
流与交通融合职教基地”授牌仪式，
广东省物流行业协会马仁洪执行会
长向广州市交通技师学院授牌，表
彰学院在产业融合发展、 人才培养
方面作出的突出贡献。 省物流行业
协会秘书长梁玉霞解读了粤港澳大
湾区的利好政策， 指出冷链物流新
技术、空中智慧快线、公铁联运智能
化将引领智慧物流新一轮风向，鼓
励校企的产业链深度融合， 助力高
效合作有成果。

在本届论坛上，省物流行业协会
还带来了会员单位研发的全球首条
空中智运快线、 公铁多式联运驼背
运输技术、国内首艘新能源 2000 吨
电动船等新技术， 后者有望颠覆传
统物流运输方式， 开拓高技能人才
新领域培养模式、 教学教材创新模
式，为企业转型升级、降本增效，为
经济提速作出贡献。

羊城晚报讯 记者周聪、 通讯员
张志成报道：近日，广东省湛江市知
识产权局和广东文理职业学院对第
三届外观设计大赛 62 名学生设计
的作品进行表彰。 除了表彰外，获奖
学生们还可通过绿色通道对作品进
行专利申报。 据了解，三年来，该院
学生已申请外观设计专利 62 项，一
项成果得到转化。

本届大赛，学生们共设计了产品
外观设计创意作品 297 项，VI （视
觉）手册设计 100 项。 艺术设计与传
媒系学生侯进汉连续参加两届大
赛，在去年的大赛中，他设计的“快
乐时光”获得铜奖。 今年，他创作了
“福鼠壶”参加大赛。“作品以环保为
主题，运用仿生设计的理念，以老鼠

为题材。 鼠在汉语谐音是福，寓意着
有福，所以有福鼠的叫法。 福鼠壶在
材质上选取瓷， 在中国文化中瓷谐
音是吃，寓意着丰衣足食。 作品底部
采用砂锅底部，砂锅散热快，可直接
在中小火加热。 ”侯进汉介绍。

经评选， 本届共有 62 个作品获
奖 ，其中“福鼠壶 ”“玉子垃圾桶 ”
“卡通小鹿折叠式台灯” 获一等奖，
另有 59 件作品分别获得二等奖和
三等奖。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促进学生参
赛热情与促进成果转换。 知识产权
局特为学生开通申报专利绿色通
道。 据了解，通过外观设计大赛学生
们已申报了 62 项外观设计专利，同
时还有一项成果得到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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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链物流产业年增长 20%
如何高精准发展？

校企深度融合有望破题

政校携手举办设计大赛
为学子开通申报专利绿色通道

高职招聘会上有新变化———

学生搵工不心急
企业抢人更柔性

近日，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
术学院举办第十九届供需见面
会。 200 余家用人单位入场抢
人， 为 1700 余名毕业生提供
2890 个岗位。 据了解，为了让
学生能高质量就业， 广东农工
商职业技术学院今年将举办 2
场大型供需见面会以及 20 余
场专场招聘会。

本次供需见面会有 200
余家用人单位到场，涉及科
技创新、物联网、电子商务、
快销贸易、 进出口贸易、商
业服务 、房地产开发 、酒店
管 理 等 多 个 行 业 ， 提 供
2890 个岗位，涵盖管理类 、
经济类、设计类、语言类、贸
易类 、计算机类 、机械类等
各个专业。

供需见面会吸引了本校
1700 余名毕业生参加，岗位
比达 3：2， 外校 800 余毕业
生也慕名而来。

广东农工商职院纪委书
记黄乃文告诉记者：“本次供

需见面会准备工作持续一个
月，消息刚一发布，已有不少
企业主动上门。 ”

记者了解到， 除了学校
连续 19 年举办的大型供需
见面会以外， 各二级学院还
会按照专业分门别类开展专
业对口的专场招聘会。

记者发现， 今年的招聘
会一改以往招聘者端坐桌
前，静候求职者上门的常态。
此次前来招聘的企业人力专
员们， 在求职学生较少时往
往主动出击：“同学你是什么
专业的？ 可以过来了解一下
我们企业。 ”

在现场，记者发现，前来
抢人的大企业不在少数。 广
州珠江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万宝集团冰箱有限公
司、 广东苏宁易购销售有限
公司、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广东永旺天河城商业有
限公司、 广州白天鹅酒店管
理有限公司等知名企业都来
招贤纳士。

黄乃文坦言，综合实力越
强的企业， 人才储备意识越
强，下手最快，秋季招聘可以
避开招聘高峰期，更好地展示
公司实力、品牌形象，在学生
还没来得及“货比三家”的时
候先签约，提前锁定人才。

据了解， 每年最早和学
校接洽的大多为央企、国企，
他们招募到优秀生源后就

“鸣金收兵”， 其次是各类民

企，“拖” 到最后的通常是中
小微企业。

黄乃文介绍， 学校近三
年的毕业生就业率均超过
98%， 比今年广东省高校毕
业生平均就业率高 2 个百分
点， 近三年专业对口率超过
70%， 近三年毕业生毕业后
半年薪资都以 20%的幅度上
涨。 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
背景下， 广东省对于人才的
需求量大，学校的经济类、市
场营销类、计算机类、畜牧兽
医类等专业招聘薪资高、企
业需求旺盛。

据悉，学校将在 12 月 12
日于增城校区举办第二场专
场供需见面会， 届时有 500
多家用人单位到场招聘，预
计提供 8000 多个岗位，有
6000 多名毕业生参加。

文 / 图 羊城晚报记者 周聪 通讯员 罗研

企业主动出击抢人才

更多大企业走进校园

学生不心急，企业更柔性

11 月 9 日，30 名学生记者走访
了羊城晚报社及广州市爆米花动画
科技有限公司，并采访了企业代表。

在羊城晚报社， 学生参观了羊
城晚报印务中心及岭南报业博物
馆，感受媒体发展与科技的融合；并
与羊城晚报孙婷婷老师来了一次有
趣的采访互动。

孙老师从事新闻行业 15 年，对
于新闻采访及编辑经验丰富。 在互
动过程中，她告诉羊小记，勤学习、
勤思考、 善于辨别、 专业的新闻素
养、 强硬的身体素质是记者应具备
的品质。

接着学生记者来到爆米花动画

公司。 这是一家以“动画艺术”为核心
的创意型公司，出品制作了《兽化三
国》CG 动画、《最强 NBA》 系列真人
写实类 CG 等作品。在采访中，爆米花
动画制作老师通过三维动画制作的
实操演练，向学生展示了公司创新动
画技术及艺术追求。 学生记者还通过
采访提问，了解了公司的成长历程。

学生记者王泳淳表示：“此次活
动不仅使我对媒体及记者行业有了
更深刻的认识， 而且学到很多采访
知识。 更重要的是，这次活动启发了
我们的创新思维， 增长了我们的见
识， 这也是我学习媒介素养课程的
重要原因。 ”

11 月 8 日，适逢记者节，
广电小记者来到了羊城晚报
报业集团， 参观羊城创业产
业园和全媒体指挥中心。 小
记者们了解到， 在科技发展
的推动下，采编新技术、传播
方式层出不穷 ， 也认识到羊
城晚报不仅仅是一张报纸 ，
而是“从纸开始 ，向云初发 ”

的全媒体平台 。 小记者还参
观了羊城晚报印刷车间，了
解了报纸的印刷流程 。 他们
还零距离接触了一代又一代
的印刷设备 ， 通过认识一代
代更新的印刷设备 ， 了解报
纸印刷的发展 。 羊城晚报记
者孙婷婷真诚地跟小记者交
流互动 ， 分享自己从事新闻

行业 15 年的采访和编辑经
验 ， 她还透露了自己当记者
的“秘诀 ”：拥有识别真相的
慧眼与慧心， 始终以赤子之
心，用专业新闻素养，勾勒真
相。 小记者们纷纷表示，通过
这次交流获益良多 ， 更能懂
得成为一名优秀记者的坚守
与奋进。

羊城晚报学生记者媒介素养课程第二讲开讲

情景演练采访技能
实地走访动画名企

羊城晚报记者 陈亮 通讯员 陈海云

近日， 羊城晚报
学生记者媒介素养课
程第二讲“羊小记爱
采访”开讲。老师一方
面通过课程讲授采访
知识， 引导学生发现
采访细节， 探寻事实
真相； 另一方面通过
实践活动， 带领学生
记者走访羊城晚报社
及广州市爆米花动画
科技有限公司， 采访
企业代表， 逐步掌握
采访技巧。

在媒介素养课堂上， 羊城晚报
教育发展研究院的陈老师通过“采
访提问方式、采访问题类型、采访过
程”三个方面，让学生记者对如何进
行采访有了认识。

接着， 她通过采访问题并配合

采访的情景演练， 引导学生在不同
的情景下运用不同的采访方式，追
寻大众所关注的真相。 课堂现场，学
生通过模拟采访名人、 采访事件现
场等有趣的互动方式， 在愉悦的氛
围下，将采访知识融入脑海。

课堂上，情景演练采访技能

走访名企：三维动画是这样来的

参观岭南报业博物馆

羊晚小记者学习播报新闻的技巧

广广电电小小记记者者参参观观羊羊城城晚晚报报全全媒媒体体指指挥挥中中心心

聆听大记者讲故事
化身小主播播新闻

羊晚小记者和广电小记者友好互访

11 月 8 日是记者节， 小记者们也忙着过节———11 月 8
日和 17 日， 羊城晚报小记者和广电小记者开展了友好的互
访活动。 作为广东最知名的报业小记者和广东广播电视台现
代教育频道广电小记者， 他们互相参观和访问了对方的单
位，以新的视角来认识记者这一岗位。

11 月 17 日下午 ， 在无尽
的阳光中 ， 一名名身穿绿色
马甲的羊小记走进了广东广
播电视台 现 代 教 育 频 道 ， 开
展以电视台为平台的实地参
观实践活动 ， 并体验当小主
播的乐趣。

体验新闻播报之前， 广东
广播电视台现代教育频道广电
小记者主持人牛国丞老师传授
了开嗓的秘诀 ：“提打挺松 ”。

“提”就是提笑肌，“打”就是打
牙关，“挺”就是挺软腭，“松”就
是松下巴。 这些动作说起来容
易做起来特别难，练了几分钟，
大家就觉得口部非常酸， 但我
们惊喜地发现，发音更顺畅了。
除了练习“口部操”，牛老师还
要求我们要整理仪容仪表，头
发不能盖住耳朵、 把碎发都整
理好，在播报时，坐三分之一的
椅子、 身体自然挺立， 目视前
方。 果然，经过一番整理，我们
一个个都变成了精神抖擞的小
主播。

当我坐到台上时， 我的心
就不受控制地怦怦直跳， 好像
有一只小鹿在里面乱撞。 我紧
张极了， 感觉我的手心都在冒
汗。 这时我突然想起海伦·凯勒
说过的一句话：“信心是命运的
主宰。 ”我要对自己有信心，我
要相信自己一定能录好节目。
于是，我抬头挺胸，面对着前方
的镜头， 用洪亮的声音播报我
的稿件：“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们， 大家好！ 我是羊晚小记者
……”慢慢的、读着读着就渐入

佳境， 讲得眉飞色舞、 心潮澎
湃。 录影完成后，我如释重负，
长舒一口气， 放下了心中的忐
忑。 当听到老师对我的肯定和
鼓励时，我感到无比自豪，成就
感也油然而生。 这次活动，虽然
耗时不长， 却令我战胜了心中
的忐忑， 完成了自己第一次的
新闻播报录影！

体验活动在我们意犹未尽
之中就这样结束了， 我内心深
处感触颇深： 一行有一行的不
易， 表面光鲜亮丽的主持人在
无人知晓的地方又在做什么日
复一日的训练？ 若这次我们训
练的仅是沧海一粟， 那主持人
们的辛苦又如何可以想象？ 只
有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的不断
努力， 才成就了他们一个又一
个的精彩瞬间。 当小主播并不
是我们想象中的这么简单。 流
利而严肃的镜头背后， 实则是
不断地演示和锻炼、 辛苦与汗
水。 这正应了那句俗语：台上一
分钟，台下十年功！ 这次实践活
动令我们开阔了视野， 增长了
见识，培养了新闻职业素养，对
广播电视技术有了更为直观的
认识，收获满满。广电小记者对话羊晚大记者，聆听记者故事

羊小记参观广东广播电视台，化身小小主播

京溪小学六年级 李欣蔚
广州市第一中学 陈 曦
黄花小学五年级 陈杰希
环市西路小学六年级 吴欣霖
江南大道中小学四年级 陈梓轩
环市西路小学五年级 钟泽铭
省实越秀初一 邓悦晴

羊城晚报学生记者媒介素养课程坚持以“社会皆课堂”、“发现个性正
能量”为原则，致力提高学生口才表达、逻辑思维、自主独立的综合能力，以
课外促课内的形式，提高学生整体学习水平和社会实践能力。 想要了解更
多的课程详情，请添加微信客服小羊姐姐（微信号：yw686122）进行咨询。

毕毕业业生生与与用用人人单单位位沟沟通通

毕毕业业生生在在供供需需见见面面会会现现场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