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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3 月 20 日，由江
苏省教育厅、江苏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开展的
江苏省 2021 届高校毕业生

“百校千场万岗”就业促进行
动，在南京河海大学举办启
动仪式。当天，活动还在苏
州、常州、南通、淮安四地设
分会场。

作为常州分会场的常州
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在校内举
办今年首场线下招聘会。现
场共 107 家江浙沪地区用人
单位入场揽才，以苏锡常地区
为主，其中，国企 10 家、外企
31家、民企66家，提供就业岗
位近 5000 个。参加招聘会的
学生涵盖学校化工制药类、建
筑工程类、智能制造类等众多
专业。

从现场了解的情况来看，
相比薪资待遇，学生更加注重
企业提供的技能提升通道、未

来晋升空间。“第一份工作，我
觉得还是以学习技能、增加工
作经验为主，薪资并不是最重
要的。”化工学院高分子材料
加工技术专业 2019 级学生王
新景说，自己投了 9 份简历，
基本上都是比较中意的企业
岗位。

记者从该校招生就业处

了 解 到 ，目 前 该 校 3643 名
2021 届毕业生，已达成意向
并 收 到 录 用 通 知 的 有 1787
人，已完成签约 819 人。接下
来，学校将继续采用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方式，组织多场次、
分类型招聘活动，满足毕业生
多样化的求职需求。

（杨曌 雷宁 图文报道）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今年首场“春招会”，提供近5000个岗位

本报讯 近日，常州工学院和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欧克莱尔分校

（UWEC）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签
署合作谅解备忘录和商务英语（国
际商务）专业联合培养协议书。

据悉，常州工学院于 2020 年
首次在商务英语专业开始“中外高
校学分互认联合培养项目”招生，
学生通过“1.5+2+0.5”联合培养模
式完成学业后，将获得该校商务英
语专业毕业证书、学士学位证书及
UWEC 国际商务专业学士学位证
书。

记者从常工院国际交流学院
了解到，《中美人才培养计划》是中
美双方共同管理的新型中美高等
教育双向交流与合作项目。常州
工学院于 2014 年成为该项目的中
方成员单位，2017 年经省教育厅
批准开始招生，先后有 64 名同学
赴美国高校留学，促进了中美高校
之间在教学资源、教育理念上的交
流合作。2020 年学校被评为《中
美人才培养计划》20周年中方项目
院校最佳合作单位。

（王文琴 杨曌）

常州工学院

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
欧克莱尔分校“云”签约

本报讯 3 月 22 日，中国
高等教育学会发布了全国普
通 高 校 大 学 生 竞 赛 排 行 结
果。江苏理工学院竞赛排名
再次跻身全国前 300 强，以获
奖 总 数 156 项 的 成 绩 在

“2016-2020 年全国普通高
校学科竞赛排行榜（本科）”上
位列第 219 位，较上一轮排名

上升45位。
近年来，学校围绕教育

部、省教育厅相关要求，将大
学生学科竞赛作为创新创业
教育的重要载体和抓手，针对
学科竞赛积极开展探索研究
与实践，形成“一院一品”，参
与 师 生 和 覆 盖 专 业 逐 年 增
多。五年来，学生年均获得国

家级、省级学科竞赛奖励近
600 项，其中全国周培源大学
生力学竞赛、中国大学生计算
机设计大赛、全国大学生化工
设计竞赛、全国大学生创新创
业训练计划年会展示等重要
赛事都取得了参赛以来的最
好成绩。

（陈永珍 杨曌）

江苏理工学院

全国普通高校大学生竞赛排行榜获佳绩

日前，我省 2021 年高职院校
提前招生工作正式启动，全省共有
84 所高职院校参加提前招生。已
参加 2021 年普通高考报名，并已
取得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语文、数
学、外语、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
理、化学、生物、信息技术 10 门科
目合格性考试成绩的考生，可申请
参加高职院校提前招生。考生的
录取情况将在4月5日左右公布，4
月10日前开始第二轮招生录取。

报名考生较往年有所增加

3 月 20 日，常州信息职业技术
学院、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常
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常州纺织服
装职业技术学院等多所在常高职
院校提前招生开考。记者从各校
了解到，今年报名提前招生的学生
较往年有所增加，如常州信息职业
技术学院今年共投放了 1000 个招
生计划，一志愿报考考生有 1100
余 名 ；常 州 机 电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2100 个招生计划有 2500 余名考
生报名。记者了解到，为了应对报
名人数增加的情况，常州信息学院
在报名时，进行了为期 3 天的直
播。“考生可以了解实时报名人数，
给理性、科学填报志愿提供参考。”
常州信息学院招生负责人表示。

据了解，今年报名人数的变化
主要是因为我省实行新高考政策，
取消了普高注册入学批次，所以，
一些学生选择提前参加高职院校
的招生，被录取后，就无需再参加6
月份的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
此外，今年学生最多可向两所院校
提出申请，一志愿未被录取，可去
二志愿学校继续参加考核，考生的
录取率有所提升。

“3+2”首次进入提前招生专业

根据 2021 年省高职院校提前
招生改革试点工作要求，今年高职
院校可安排部分中外合作办学专
业或高职与普通本科分段培养项
目（“3+2”分段培养项目）招生计
划。我市多所常高职院校今年均
有“3+2”专业进行提前招生，且这
些专业受到学生青睐。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与常

州大学合作的分段培养项目“物联
网应用技术专业”今年在提前招生
中设置了 40 个计划，报名的考生
有 220 余人。此外，常州工业职业
学院的数控技术专业、常州纺院的
影视动画等与高校合作分段培养
的专业，今年均列入提前招生计
划。常州机电招办负责人表示，近
年来，学生对于“3+2”项目越来越
认可。“学生对于继续深造的需求
不断提升，进入高职‘3+2’是一个
不错的选择。”

此外，各校的普招专业几乎全
部开放，供提前招生学生选择。学
生的选择面广了，学校能招到的有
特长的学生也多了。

常州工业学院今年招生的 40
多个专业中，新增环境技术工程、
大数据应用于技术等 5 个专业。

“这些专业都是今年较为热门，且
与国家、地方产业发展相吻合，前
景广阔。”工业学院招生工作人员
表示。

考试形式有所变化

跟往年不同，今年的高职院校
提前招生取消了省语数外统考，各
高职院校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拔需
求，采用笔试、面试、职业适应性测
试或专业技能测试等形式的校考。

记者从常州机电学院获悉，除
了大部分学校都设置的机考，在报
考“3+2”专业的考生中，学校还设
置了笔试，主要考核英语、数学和
物理学科的知识。

常州信息学院采用机考完成
对综合素质的测试，除语数外基本
内容外，还含有生活常识和生活技
能的内容考核。另外，对于获得地
市级及以上的荣誉，或者有各项特
长的考生，还可以申请面试加分，
更突出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实现学
生、学校和社会多赢。

常州工业学院针对不同专业
进行分类考试，“3+2”专业为笔
试；普招类专业为面试；空中乘务
专业因为专业要求，对考生要进行
面试和体检。

常州纺织学院，采取随到随考
的考试形式，在当天上午 8 点半至
下午 5 点半之间，学生可以自由选
择时间进行机测。 尤佳

在常高职院校提前招生开考

报名人数增加，考试形式有所变化

本报讯 3 月 21-23 日，
为期 3 天的江苏省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中职旅游服务类导
游项目在常州旅游商贸高等
职业技术学校举行。来自全
省 12 个城市共 72 名师生选
手同台竞技，争夺 7 块金牌。
常州代表队由常州旅游商贸
高职校、常州幼儿师范学校、

溧阳中等专业学校3校7名选
手构成，共取得 3 金 1 银 2 铜，
其中常州旅游商贸高职校选
手勇夺3金。

本次大赛学生组由理论
知识测试、即兴讲解与景点讲
解、才艺运用三个环节组成，
教师组由课堂教学、景区示范
讲解和即兴讲解三个环节组

成。赛场上，选手们以扎实的
专业素养、良好的气质风采，
赢得了评委的一致好评。

据常旅商旅游管理系主
任史剑锋介绍，今年比赛的景
点讲解选取范围由全市扩大
到全省及以上，并通过“二次
加密”进一步保障比赛公平公
正。英语比重逐年加大，衔接
中高职教育。应疫情防控要
求，本次比赛全程采用“赛场
直播”形式，承办校常旅商设
置了 2 个直播室，各市参赛选
手、指导老师可在直播室全程
观看高清直播。

作为常州唯一专注文旅
休闲服务业的学校，常旅商重
视旅游类人才的培养，以赛促
教，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优化
实训场所，建立校企深度融合
平台产业学院，促进人才培养
模式升级迭代。

（杨曌 王海燕 图文报道）

江苏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导游项目在常举行

常州揽获“三金一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