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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南医学院书记校长访企拓岗促就业

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全国高校书记校长访企

拓岗促就业专项行动的通知》（教学厅函〔2022〕3 号）、江西省

教育厅《关于印发江西省高校书记校长访企拓岗促就业专项行动

实施方案的通知》精神，积极应对高校毕业生就业严峻形势，深

入落实就业工作“一把手”工程，学校经研究决定开展书记校长

访企拓岗促就业专项行动。特制定本方案。

一、组织领导

学校成立访企拓岗促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具体人员如下：

组 长：李恭进、张小康

副组长：曾泽鑫、陈 亮、黄瑞忠、叶军明、肖树辉、

彭维杰（常务）

成 员：招生与就业管理处、教务处、学生工作部（处）、

校团委、研究生工作处（部）、人民武装部、计划财务处、科研

处等部门负责同志和各学院党政负责同志。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挂靠招生与就业管理处，由招生与就

业管理处负责同志任办公室主任，学生工作部（处）、校团委、

研究生工作处（部）、人民武装部等部门负责同志兼任副主任，

主要负责方案制定、工作协调、工作开展等具体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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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动目标

围绕“用人单位大走访，全员联动促就业”行动主题，充分

发挥书记、校长及校领导班子成员带头做好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重

要示范作用，着眼长远构建毕业生市场化社会化的就业工作机

制，在稳固原有就业渠道的基础上，新开拓省内省外用人单位

130 家以上，坚持实地走访为主，“走出去”和“请进来”相结

合，广泛开拓就业渠道和就业岗位，深入开展社会需求调查和毕

业生就业状况跟踪调查，带动学校全员深度参与毕业生就业工

作，凝聚起推动毕业生就业工作的强大合力，全力促进毕业生更

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三、行动时间

2022 年 3 月-8 月

四、行动步骤

3 月-4月，前期筹备，开展调查摸底

5 月-6月，实地走访，收集岗位信息，推送毕业生就业

7 月-8月，数据汇总，活动材料报送

五、参与对象

学校党委书记、校长及校领导班子成员；各下属学院领导班

子成员，特别是 2021 届毕业去向落实率低于 85%平均水平的学

院领导班子成员；招生与就业管理处全体人员；全体教职工。

六、行动方式

由学校党委书记、校长等党委领导班子成员带队，亲自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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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头管、做示范，以学院为单位，实地走访为主，“走出去”和

“请进来”相结合，广泛开拓就业渠道和就业岗位，深入开展社

会需求调查和毕业生就业状况跟踪调查。同时发动辅导员、专任

教师、行政管理人员等广泛参与，扩大参与范围和走访的覆盖面，

形成“领导主抓、招就统筹、学院为主、全员参与”的访企拓岗

促就业点面结合大格局。

七、“六结合”行动举措

1.访企拓岗要与校府合作相结合。学校植根于地方、服务于

地方、发展于地方，必须主动将毕业生就业工作融入到地方发展

当中，主动对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

务。要通过访企拓岗，拓宽与地方政府的合作渠道，深挖与地方

政府的合作潜力，围绕引导毕业生留赣就业主旋律，唱好人才强

赣同心曲。（责任单位：招生与就业管理处、各下属学院、各相

关部门）

2.访企拓岗要与校企合作相结合。通过“走出去、请进来”

的方式，围绕“医疗、药物、康养”等，与中国（赣州）青峰药

谷生物产业园、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国际企业中心、蓉江新区启

迪科技城等企业单位建立长期稳定合作关系，与相关企事业单位

共建就业实践基地，缩短学生与岗位的距离，提前实现人岗匹配。

（责任单位：招生与就业管理处、各下属学院）

3.访企拓岗要与校地合作相结合。学校立足赣南，面向全国，

要积极邀请省内外各地区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卫健委、人社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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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单位来校招聘毕业生。借助地市相关处局引企进校的各类调

研、座谈、研讨等活动，广泛宣传我校毕业生生源信息、专业覆

盖、就业意向等就业信息，为企事业单位校园招聘及宣讲搭建良

好平台，帮助用人单位选聘毕业生。（责任单位：招生与就业管

理处、各下属学院、各相关部门）

4.访企拓岗要与毕业生就业意向相结合。在访企拓岗过程

中，要坚持需求导向、问题导向、效果导向，对我校各专业毕业

生的拟就业地域、拟就业单位类型、薪酬等方面的因素进行摸底

调研，把准毕业生就业意向，主动与合适的用人单位对接，带着

毕业生“走出去”，把毕业生“送上门”，现场开展就业思政教育，

发挥大学生就业工作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中的重要作用，推

动就业工作进程内涵式发展。（责任单位：各下属学院）

5.访企拓岗要与校友联络相结合。在访企拓岗过程中，要充

分发动校友力量，细化就业渠道环节。要主动联系对接校友，通

过各地市校友会、校友群，大量收集校友所在的企事业单位信息，

了解他们的岗位需求情况，与有意愿推荐学弟学妹的校友重点联

络、电话沟通、上门拜访，核实汇总岗位需求情况，多角度增大

岗位信息数。（责任单位：招生与就业管理处、各部门、各下属

学院）

6.访企拓岗要与深化激励机制相结合。要在校院两级就业工

作总结评比表彰体系的基础上，建立就业激励机制，不断总结经

验、推陈出新，推进激励机制的规范化、制度化，对表现突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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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和个人予以奖励，鼓励先进，激励后进，形成全员关心就业、

支持就业、参与就业的“全员化”就业工作格局。（责任部门：

招生与就业管理处、各下属学院）

八、工作要求

1.提高政治站位，加强组织领导。各下属学院要将开展访企

拓岗促就业专项行动作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就业工作的重点

抓紧抓实抓好，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加强组织领导，层层压实责

任，细化工作措施，确保专项行动责任到人、措施到位、稳步推

进；要组织对专项行动进行逐项督查和分类考核，将考核结果纳

入就业工作考核评优的重要内容；要加强舆论引导，开展典型宣

传，定期汇报专项行动的信息数据和进展情况，发布专项行动新

闻稿件至少 3 篇以上，并报招生与就业管理处。每走访一家单位，

填写《赣南医学院书记校长访企拓岗促就业专项行动报送表》（详

见附件 2），招生与就业管理处汇总后每周向“全国高校毕业生

就业管理系统”统一报送。

2.坚持目标导向，务求工作实效。各下属学院要在访企拓岗

的全过程中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实现就业创业工作与思想政治工

作的深度融合，引导大学生在就业择业中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

界观、价值观和劳动观，扭转慢就业、缓就业的态势；要以开拓

增量岗位、促进毕业生就业为核心，创新行动方式，提出量化指

标，建立激励机制，每个学院至少开拓就业单位 20 家以上；要

结合学院专业特色、毕业生需求，充分调动教学、科研、校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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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面资源，开拓就业市场，确保参加学校线上线下招聘会的用

人单位和提供岗位数量逐年增加，为毕业生提供多元化的岗位选

择。

3.立足长远发展，建立长效机制。各下属学院要以开展专项

行动为契机，探索建立访企拓岗促就业行动长效机制，把走访用

人单位作为深化供需对接就业育人的重要内容，建立日常联系互

访机制，不断拓展就业新空间，巩固并扩展重点单位数据库，建

立用人单位需求台账，找准与用人单位的合作切入点，实现互惠

共赢、共同发展。

各学院于 5 月 15 日前将访企拓岗促就业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加盖学院公章，交至招生与就业管理处，联系人：谢婷，

0797-8269722。

附件：1.学校领导访企拓岗促就业活动安排表

2.学校书记校长访企拓岗促就业专项行动报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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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学校领导访企拓岗促就业活动安排表

校领导 联系学院 走访时间 走访地点

李恭进 马克思主义学院 5-8月

赣州市政府、章贡区政府、中国

（赣州）青峰药谷生物产业园等

相关企事业单位

张小康 第一临床医学院 5-6月

赣州市教育卫生系统等政府部

门、赣州市蓉江新区、蓉江新区

启迪科技城等相关企事业单位

曾泽鑫

公共卫生与健康

管理学院
4-5月 赣州市域线下、九江市线上

基础医学院 5-7月 赣州市域

陈 亮 医学信息工程学院 5月 赣州市

黄瑞忠 人文社科学院 5月 赣州市章贡区、于都县

叶军明
护理学院 5-6月 赣州市域线下、赣州市域外线上

第三临床医学院 4-8月 赣州市域线下、赣州市域外线上

肖树辉 康复学院 6-8月 省内线下、省外线上

彭维杰 药学院 3-8月

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区国

际企业中心等相关企事业单位；

赣州市域外相关企事业单位

备注：1.在新冠疫情防控条件允许情况下，校领导将适当开展省外

线下访企拓岗活动。

2.校领导访企拓岗的具体走访情况及时报招生与就业管

理处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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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学校书记校长访企拓岗促就业专项行动报送表

一、基本信息

学校名称：赣南医学院

走访领导姓名 : 走访日期:

走访领导职务:

走访方式：

○实地走访 ○视频会议 ○企业进校园 ○其他方式走访

二、走访用人单位信息

单位名称: 单位所在地:

单位联系人: 单位联系人职务:

单位联系人电话: 单位性质:

单位行业: 单位员工规模:

本校与用人单位相关的学科专业：

三、专项行动成果

（一）开拓就业渠道和就业岗位

被访单位是否招聘过本校毕业生

○是○否

走访前，被访单位来本校开展校园招聘情况（含线上）

○被访单位招聘本校 2021 届毕业生 人

○已来校招聘 2022 届毕业生，已提供岗位 个

○无来校招聘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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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访后，被访单位来本校开展校园招聘情况（含线上）

○此前已来校招聘 2022 届毕业生，现新增岗位 个

○此前无来校招聘计划，现计划来校招聘，提供岗位 个

○暂无来校招聘计划

走访前，被访单位与本校签订实习实践基地情况：

○已签订。每年接纳实习生 人

○无签订计划

走访后，被访单位与本校签订实习实践基地情况：

○新签订。每年拟接纳实习生 人

○未签订，已达成合作意向

○没有达成合作意向

（二）用人单位需求调查

被访单位未来 2 年校园招聘人才需求形势

○大幅减少 ○适度减少 ○保持现状 ○适度增加

○大幅增加

被访单位急需招聘毕业生的专业需求情况：

硕士：

本科：

专科：

（三）走访的其他成果

达成合作内容：

新闻宣传专项行动链接：

（备注：每走访一家单位，填写一次该表，并发送至招生与就业

管理处，联系人：常亮）

抄送：学校各下属党委、党委各部门、各群众团体。

赣南医学院院长办公室 2022年 5 月 10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