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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 更精彩

南国

新闻热线

南国情缘“敢爱”高端交友会报名火爆

公务员研究生都来了！
你还不来？
南国都市报 10 月 11 日讯（记者 王燕
珍）10 月 15 日，南国情缘俱乐部将举行
“敢爱”高端交友会。交友会启动报名，消
息发出后，报名火爆。参加人员均来自大
中小企业白领、公务员和事业编制人员
等。男女青年的学历层次也相当高，比方
说，有一些名校的研究生要求报名。活动
的名额有限，想牵手大型企业管理层的优
秀单身男女，大家快来报名。
“我是一名公务员，平时交际圈子比
较窄，喜欢养小动物。”25 岁的王小姐今天
前来报名，她说希望能在此次高端交友会
邂逅一个靠谱的男朋友。
“我儿子 31 岁，身
高 1.76 米，是一名工程师，就是工作太忙
了，一直没找对象。”家住海口的李女士很
替儿子着急，
“ 这次我一定要让儿子参加
活动，
找个女朋友回家。”
据统计，现在许多优秀的单身男女之
所以单身，原因主要有：生活圈子太小、经
济压力大、择偶条件错位、缺乏安全感、工
作太忙、崇尚单身主义等。
据主办方介绍，有很多条件很好的优
秀单身男女青年都渴望一份爱情，这次举

办高端交友会就是整合优秀单身男女青
年的资源，让参加的优秀单身男女青年在
短时间内能够认识更多的异性。说不定
这一次就能找到心仪之人。
茫茫人海中，为寻找心中的另一半，
你是否仍在苦苦追寻？寻寻觅觅中，尽管
也遇见过不少优秀的单身人士，但总与你
的目标有一丝差距。这个差距究竟是什
么？当大型企业管理者遇见海归美女研究
生，
当政企白领
“高富帅”遇见“白富美”，当
大中专院校老师遇上高级白领，共同的语
言，共同的文化，这种强势搭配，会让你们
彼此更加亲近，
更容易牵住 TA 的手。
10 月 15 日下午，南国都市报南国情
缘 俱 乐 部 将 举 办 一 场“ 敢 爱 ”高 端 交 友
会。目前已报名的嘉宾中有企业管理层
人员，年收入均 30 万以上，活动限 120 人
参与，男女比例 1：1.5。已报名的嘉宾年
龄在 23 岁至 32 岁之间。
参加此次相亲活动的人数多，人员层
次高，相信一定能够让你选中心仪的 TA，
一定能找到一个陪你看朝霞、看晚霞的
TA。

更多活动关注二维码

南国情缘

具体报名情况如下：
1、现有部分名额对单身
读者开放，具体信息还请大
家关注南国都市报活动俱乐
部公众号或者南国情缘俱乐
部的二维码了解。
2、请填写以下报名资料
并附三张生活近照回给我们，
收到邀请后，你就可勇赴高端
交友会，
遇见完美另一半了：
手机号码：
姓名：
出生年月：
籍贯：
身高：
婚姻情况：
受教育程度：
工作行业及岗位：
月收入：
房车情况：
个人简述：
心目中的TA（择偶要求）：
3、温馨提醒：
本次活动不
收取任何费用，为保证活动质
量，报名嘉宾我们将进行一定
筛选，报名成功的嘉宾我们将
于 10 月 13 日前短信通知，未
收到通知视为报名不成功。
另报名资料不全视为报名不
成功，
感谢大家支持！

南国都市报活动俱乐部

阳光洒满就业路 放飞青春好创业

专题

——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就业创业工作纪实

毕业生就业率是检验一
所高校教育成果的重要指
标。近几年，海南软件职业
技术学院毕业生职业资格证
书获取率达 92.94%，就业
率在 93.6%以上，用人单位
对毕业生满意度在 92%以
上。同时，学院还成功孵化
出了 15 家学生创业团队，其
中“琼海在线”已经成为琼海
最具影响力的地方性门户网
站，被评为“全国人文社会科
学普及基地”。学院成立了
海南海软动漫制作有限公
司、
“海软快修”工作室等实
体企业，其中海南海软动漫
制作有限公司制作出了《红
色娘子军》等 15 部海南本土
动画片；与央视、国外动画公
司合作创作了《南海少年》等
12 个国内外高清动画项目，
部分动画片在中央电视台播
放；
“海软快修”工作室以家
用电器维修维护为主，服务
琼海及周边县市社区居民和
机关单位。师生研发的 5 项
成果获国家实用新型发明专
利。学生在省创新创业大赛
中荣获优秀组织奖 3 次，省
级奖项 16 项，其中 2017 年
就荣获 9 项省级奖项。

人人都是就业创业工作
服务者
学院实施就业工作院系两级“一把
手”工程，确立了“人人都是就业创业工
作服务者”的服务理念，切实做到了工作
机构、人员、经费、场地“四到位”，形
成了“校领导统筹全局，招生就业处牵头
组织，相关部门通力合作、各系逐层落
实”的共同参与、齐抓共管的就业创业全
员化工作机制。

全覆盖渐进式提升学生
就业创业能力
学院从入学到毕业，以职业生涯规划
为主线，以课堂教学和课外实训为两个
阵地，面向全体学生全覆盖提升学生就
业创业能力。一年级开设 《大学生职业
发展与就业指导》《大学生创新与创业》
《创业实务》 等相关课程，开启职业人
生，为就业创业做规划；二年级模拟双
选、企业社会实践和考取职业资格证书
提升职业认知和就业创业技能，每年定
期召开模拟招聘会和创新创业大赛；三
年级通过指导引领顶岗实习、参加双选落
实职业选择或自主创业。

多渠道打造高素质就业
创业师资队伍
学院把就业创业师资队伍建设作为推

进大学生就业创业的重中之重。近两年组
织 40 名校内教师参加就业创业网络课程
学习，选派 32 人参加省内外就业创业师
资培训，并取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聘
请了海南省创业导师团团长肖华、国家二
级动画导演李莘、中国动画学会副秘书长
李捷、中国美术家协会动漫艺术委员会秘
书长李剑平、加拿大知名动漫专家左蒙等
知名专家担任创新创业客座教授；同时邀
请林道聪、陈益丽等 40 位优秀校友和企
业成功人士担任学生创业导师或并承担创
新创业实践课教学。2016 年，学院还承
办了海南省高等职业院校教师“互联
网+”创新创业教育教学能力提升培训
班，师资水平和培训效果得到教育厅和参
训学员的一致认可。

全方位提供就业创业精
准服务
加强信息化管理服务，构建了以“一
网 （就业信息网）、两平台 （大学生一站
式服务平台、海软就业指导中心微信公众
平台）、一系统 （全国毕业生就业管理与
监测系统） ”为主的就业工作信息化服务
体系和以学生创业网、校企合作网为主的
创业工作信息化服务体系。充分利用微
信、微博、QQ 等新媒体手段，为学生就
业和创业提供线上精准服务。同时，多渠
道做好线下供需双方面对面对接。一是学
院每年与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琼海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琼海市就业局、
琼海智源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等单位联

合举办校园供需见面会。二是举办百度搜
索、上海日立电器有限公司等几十家公司
的专场招聘会。三是各系部每年均举办了
面向本系学生的招聘会。四是每年组织学
生参加海南省人力资源市场招聘会、琼海
市大中专技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等各类招
聘会。

创新创业融入人才培养
体系
学院 2009 年就成立了“大学生创业
中心”，建立了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该
基地是海南省高校首个大学生创新创业孵
化基地。目前，学院现有海南生态软件园
创新创业孵化和校内大学创业中心孵化基
地 2 个基地，总面积 2800 余平方米。同
时，学院还建立了芯片级维修创新实验
室、快修工作室、创意手工作坊等 9 个
创新实验室和谋创意工作室、石虎工作
室等 2 个创新工作室。目前，学院正在
新建占地 300 平方米的“物联网及智能
产品开发与应用创新创业实训中心”，占
地 300 平 方 米 的 创 客 空 间 和 项 目 路 演
室。学院免费向创业学生提供创业场
地、创业设备，并与企业合作为学生提
供免费创业培训、咨询和指导。同时，
学院师生还为琼海市创业孵化基地、琼
海市“云创互联网创业园”提供人力资
源和技术支持；与琼海市博鳌镇、北仍
村、嘉积镇、大路镇、塔洋镇等建立合作
关系，主动服务地方经济和信息化发展，
促进地方科技成果就地转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