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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厦学院举办历年来最大规模校园招聘会
4.5 个岗位争一个广院毕业生

5 月 13 日，学院篮球场上人潮涌动，广厦学院 2017 年校园招聘
会正在此举行。当天，来自浙江、上海、广东等地的近 800 家参展单
位陆续来到现场，在其提供的近 1.8 万个招聘岗位中，涵盖建筑施
工、工程预决算、装潢设计、工程监理、市政、外贸等所有学院专
业。
学院为积极引导毕业生、实习生开拓就业渠道，增强就业竞争意
识，每年都会举办校园招聘会，至今已经成功举办了 13 届。据悉，
学院每年毕业生约 4000 人，而历年来招聘会提供的岗位过万，平均
2.5 个岗位争一个毕业生。
近年来，尽管就业形势严峻，但凭借广厦学子的良好口碑和高度
的社会认可，来我院招聘的单位连续多年都呈上涨趋势，不断增多。
今年，招聘会信息一经发布，前来报名参展的单位络绎不绝，热情高
涨，提前超指标地完成了计划数。经过资格认证、专业比对等层层筛
选，在众多报名单位中，共有近 800 家顺利入选，相较去年，同比增
加 20.39%，是历年来参展单位最多、规模最大的一届招聘会，几乎
是 4.5 个岗位争一个广院毕业生。
让我们一起跟随记者们的镜头看招聘会。

家有 BIM 人才
名企组团来抢
又是一年毕业季。日前，广厦学院鲁班学院
举办了一场与众不同的小型 BIM 专场人才推介
会，本次推介会名为“家有梧桐树，待等凤凰
来”，由东阳建管局、广厦学院牵线，为浙江省
内的知名建筑企业与本院即将踏上实习岗位的鲁
班学子“做媒”。
本次 BIM 人才推荐会吸引了中天建设集团浙
江钢构有限公司、远大住宅工业 （杭州有限公
司）、杭州万邦品茗科技咨询有限公司等十二家
建筑行业知名企业组团来院储备 BIM 人才。
现场用人单位不仅给出比同类建筑类毕业生
高出了三分之一的薪酬，还使出浑身解数吸引我
们的鲁班学子。
“说起来我还是你们的学长，我是广厦 2014
届毕业生，我们公司里每一个项目上都有一个广
厦人，广厦的学子工作特别‘死板’，正是因为
如此，他们脚踏实地，精益求精，而鲁班学子作
为其中的佼佼者，公司自然想在本次推介会上多
争取几个。”宁波誉和公司周主任迫不及待地上
台补充发言，大打感情牌。
“我们公司的业绩是有目共睹的，港珠澳大
桥，厦门城际轻轨等等大工程比比皆是，只要来
我们公司都有机会接触国内外大项目，”中汇公
司陈总也赶忙上台秀秀肌肉，展现企业实力。
“希望你们当中能用 BIM 进行全过程造价控制的
同学踊跃报名。”
“我是不是来到了非你莫属的现场了，这里
怎么这么火爆，今晚我要为你爆灯，来万邦品茗
吧”。杭州万邦品茗科技咨询有限公司负责人颜
总幽默的说道。
但是对于鲁班 BIM 学子来说，用人单位给予
的发展平台更为重要。
“只要给我一个空间，我可以飞的更高，”鲁
班学院学生应石明自信的说道，“我想通过 BIM
技术帮助企业解决问题，我的理想岗位是 BIM 工
程师。”
“我想去能给我展示 BIM 平台的公司，”金林
辉同学在自我介绍中谦虚地提到，“虽然在 BIM
这个方向上学了很多，但我知道我的能力还有
限，所精之处也就那么点，但我想像一颗螺丝钉
一样，不停地‘挤’，不停地‘钻’，让自己干一
行、爱一行、专一行，使自己成为工作的内行。
只要给我一个平台，我能够回报您更多。”
本次推介会现场气氛热烈，约有百分之八十
的学生当场与企业签订了意向书。

招聘会上的“老面孔”
温州万和豪生大酒店：“广院出来的学生，不仅专业技能过
硬，而且综合素质较好、实践经验丰富”，酒店人事总监刘天姿
说，因为每年招去的学生表现都很好，现在基本上都已经走上管
理层了，所以他们万和豪生大酒店每年都会来参加招聘会，招一
批广院学生。
宁波江丰电子公司：“我们是从 2009 年起来院招聘，一年不
落。”公司代表陆玲玲说，“广厦学子能吃苦、勤奋、有上进心。

这是我们公司需要的，也是这个社会比较急缺的。正是广厦良好
的办学理念和育人环境，培养出高素质高技术的实干型人才。”
天祥建设集团西安保利双水磨项目部：“你们的学生测量又快
又准，远胜其他院校的毕业生，甚至超过了一些老员工。”公司负
责人说，去年从我院招收了 10 名建筑专业学生，因为动手能力
强，不怕苦不怕累，现在都已经当上了“栋号长”。“所以我们今
年又来了，这次准备招 20 名。”

招聘会上的“新面孔”
2015 级道路桥梁工程技术 1 班王颖：到现在为止我已经收到
了六家公司让我去面试或者去实习的通知了。我觉得学校的招聘会
为广厦学子提供很多的平台，很多帮助，对这我们是非常有用的。
我觉得公司比较看重简历、你的证书和你的工作经历。
2015 级园林工程技术 1 班章衡：我们是专科院校，为了避免
一毕业跟本科院校的学生抢工作，我就“笨鸟先飞”，三月份就开
始到处投简历，现在已成功应聘进入一家上市公司的。我认为应聘
最主要是做好准备，准备好简历，准备好可能会被问到的问题，准
备好自己心仪公司的基本资料与招聘岗位。还有加强心理素质，无
论发生什么，让我们用微笑面对所有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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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级旅游管理2班毛紫妍：招聘
时会有公司先来教室宣讲，
结束后有意向
的同学去面试，
面试主要是想了解你的
学习能力、
专业知识和技术水平，
所以会
问及有哪些证书、
对自己专业的了解程
度以及今后想要从事的方向等。学校
的这次招聘会，
共有800多家公司，
18000个工作岗位，
为学生提供了不少
机会，
连小专业也有了
“多选择”
，
选择多
了，
“发展”也就能更广了。

招聘会上的“熟面孔”
2014 届学长徐俊：“这是我们第六次来广厦了。”宁波住宅建
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企业代表周蕾说到，“我们公司在宁波，所以
一般都在宁波的高校招人，除了广厦。广厦是我们宁波以外的唯
一一家高校，也是我们的第一站。”
周蕾对广厦如此高的评价，并不是没有缘由的。每年从广厦
招去的学生，表现都可圈可点。这次跟着她一起来招聘的，就是
我院 2014 届市政工程技术的徐俊，已是主管级的他自信、从容，
笑容充满着感染力，他的周围很快围满了学弟学妹，争先恐后地
投递着简历。
“其实我的自信心，主要源于在广院的经历。”徐俊在校期
间，曾是建工学院学生会副主席。“那时候经常要搞活动，从前期
策划到后期实施，每一步我都亲自参与其中，这让我的组织能力
和协调能力得到了很好的锻炼，人也变得更加阳光自信了。如今
我在公司，也经常担任晚会主持人。”
“多一份技能，多一点一技之长，就多一种出挑的可能性。”
在徐俊看在，熟练掌握办公软件可以是一种技能，能策划组织活
动也是一种技能，CAD 操作是一种技能，能歌善舞也是一种技
能。正如他在学生会时期制作很多 PPT，这在进入公司后需要展
示工作成果的时候也起了重要作用。“希望学弟学妹们能充分挖掘
自己的优势，在人群中闪闪发光。”
2012 届学长夏鑫：自他 2011 年去宁波高专建设监理有限公
司实习后，夏鑫就一直兢兢业业工作着，经过 5 年的付出和汗水，他
终于从一名监理员变成现场工程师，月薪破万，并参与了不少规模
宏大的项目，如造价 100 亿的罗蒙环球场，又如宁波环球航运广场，
该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宁波第一高楼。谈及这些成绩，夏鑫只是很
淡然地说：“这并没有什么，我们广厦出去的人都比较会吃苦、肯
学习，只要有这两样，无论走哪条路都能走得远。”
夏鑫记忆最深刻的就是 1:1 建立的实训室。“也许本科院校的
同学理论知识比较充足，但我们的专业技能一定比他们熟练。我
们在 1:1 的工地模型里，可以很直观的看到各种建筑结构和细节，
我们甚至有实训课是直接体验搬砖砌墙、绑钢筋的。这让我们有
更加丰富的实践经验。”
正是因为广厦学子的优良品质和突出优势，他们公司每年都
会来广厦招人。这两年平均每年都有 10 多位同学去实习工作。胡
佳翰就是其中之一。
胡佳翰，是我院 S14 级建筑工程技术的同学，在校期间曾荣鲁
班杯全国高等院校建筑识图大赛个人特等奖、团体一等奖，华东
区大学生 CAD 应用技能大赛一等奖，广联达 BIM 沙盘大赛二等
奖，广联达毕业设计大赛二等奖；斯维尔 BIM 应用技能大赛全能
二等奖等若干奖项。因为他的表现优异，2015 年进入宁波高专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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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监理有限公司后，就成为了该公司“BIM 技术应用研究中心”
核心成员。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就提出了“BIM+VR”装修设
计，开发了 BIM 信息机电设备管理系统，在 2017 年 3 月由宁波市
教育局开展的“宁波职教之星”职业学校优秀毕业生评选活动
中，荣获“宁波职教之星”光荣称号。但他并不因为诸多荣誉加
身就沾沾自喜，他把这一切都归功于母校的培养。“正是因为广
厦，让我接触并学习掌握了 BIM 技术，在不断的参赛过程中不断
磨砺，这才让我能够进入高专从事 BIM 类工作。”
2016 届学姐彭慧：彭慧是与温州万和豪生大酒店人事总监刘
天姿一起来招聘的，毕业一年的她，已从餐饮服务员成为人事主
管，目前从事人员招聘工作。
万和豪生是一家五星级酒店，要求比较严格，彭慧经过层层
选拔，终于入围。由于定期考核，身边的前辈和同事都不曾懈
怠，非常优秀，这给彭慧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加上时常与不同国
家的外宾打交道，彭慧常常感觉自己的词汇储备不足。
彭慧决定改变现状，业余时间，她报了英语口语培训班，每
天下班后上一节英语口语课，在家看英语原声演讲练习发音，同
时也购买了酒店经营和管理相关的书籍，只要一有时间，就自我
充电，自我加压，充分运用学校里学习的知识和自己所学的技
能，学以致用。
一个月后，她的口语有了较大进步，词汇储备也有了提高，
在面对外宾的交流时可以侃侃而谈。好学、勤奋，又拥有一颗乐
于服务的心，这样的彭慧很快在工作中脱颖而出，受到顾客和领
导的称赞。得到领导认可的彭慧被安排了更多的任务，也得到了
更多的机会。
在工作的过程中，彭慧善于观察和总结，提出了许多合理化
建议，体现了充分的工作热情。工作三个月后，恰逢单位人事岗
位竞聘，抱着丰富经历态度去面试的彭慧，结果顺利通过。这
时，她又遇到了新的挑战：性格内向的她，被分配到上台宣讲任
务。“面对下面那么多观众，一下子就懵了！”
回忆当时的情景，彭慧历历在目：“明明在下面背了好久的稿
子，演练了很多遍，但一上台就结巴，好几次都怀疑自己能不能
继续下去。”
“以前老师教导我们，恐惧不是不可战胜的，你越害怕，它越能
左右你的人生，只有战胜它，才能一往直前，获得成功。”彭慧没有放
弃，她上网去搜索名人演讲的心得，并积极报名公司所有的宣讲工
作，从一开始的裹足不前，到现在可以在讲台上流畅发挥，她的进步
都被公司领导看在眼里，彭慧从招聘专员升职为人事主管。
“感谢学院培养出了彭慧这样能干的学生，她现在是我的贴心
小棉袄！” 刘天姿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