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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才毕业的学生，
企业现在就
进校园来抢招了。7月 17日下午，
厦
门技师学院举办 2020年校园招聘
会。近 700名 2021届毕业生参会，
万科、天马微、三达膜、百路达、国贸
汽车、
厦门港务集团等近百家用人单
位提供就业岗位近 1200个。
为了做好疫情防控，企业招聘
人员均进行了体温测量，出示 了
“八闽健康码”，
与会人员都戴上了
口罩。学校也分三批组织学生入场，
有序应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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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此次招聘会的主要是技师
学院 2021届毕业生，共有近 700
人。他们将于 8月下旬离校，
到企业
参加为期近 1年的顶岗实习，直到
明年毕业。也就是说，
他们找的是顶
岗实习岗位。
那么，今年从厦门技师学院毕
业的应届毕业生们呢？他们早在去
年就开始顶岗实习了，现在除了个
别自己另有安排的以外，其他毕业
生都已经找好了工作，就业率达到
98%以上。
厦门技师学院推行“全员学徒
制”，即所有毕业生需提前一年到
企业参加顶岗实习。学院还开展新
型学徒制工作，
广泛联系企业，推行
以生产性实训为关键环节的联合培
养，
共同培养企业所需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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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
以及省、市关于“六稳”“六保”的
决策部署，
做好毕业生就业工作，厦
门市人社局、
市人才服务中心、翔安
区人社局劳动就业中心、海沧区人
社局劳动就业中心、集美区人社局
劳动就业中心等积极为企业和学校
牵线搭桥。在他们的努力下，
共有万
科、
天马微、
三达膜、百路达、国贸汽
车等近百家用人单位参加本场招聘
会，
提供就业岗位近 1200个。
疫情之下，企业对技工院校学
生的招聘需求跟往年相比有何变
化？学生就业是否会受到影响？厦门
技师学院副院长阮义聪透露，学校
在走访企业中发现，虽然发生了疫
情，
但厦门疫情防控工作快速有力，
更多企业加快复工复产，对高技能
人才的需求依旧旺盛。从此次校园
招聘会看，不管是参会企业数还是
需求的岗位数，
都比往年增加了，企
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不减反增。
学校还为学生把好 “第一道
关”，对参会企业进行了初选。能到
现场招聘的企业，都是效益较好、待
遇较好的。不少企业为了抢到适合的
高技能人才，
给出了持平甚至超过本
科毕业生的基本工资。 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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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厦门技师学院的学
生这么受企业欢迎呢？到场招
聘的企业中，有不少是技师学
院的“回头客”。他们表示，以
前招的技师学院学生表现优
秀，技能水平高，工作上手快，
工作踏实，还能吃苦。因为人
“好用”，所以，他们一听说厦
门技师学院要举办校园招聘
会，
就又来参加了。
多家企业表示，希望与技
师学院进一步开展校企合作，
建立实习实训就业基地，提前
为企业做好人才的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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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
这次打算在厦门技师学院招
20人 左 右 ，主 要 是 设 备 、工 艺
类的技术员或工程师岗位。招
聘主管边朝鹏说，学生们在实
习期一个月有4500元起，转正
后 ， 工 资 可 以 达 到 5500元—
6500元。

技师学院的毕业生给边朝
鹏最深刻的印象是学习能力、
接受能力很强。公司有一位技
师学院毕业的员工，入职7年
后，已经成为“资深工程师”，
月收入12000多元，而这个员工
还不到30岁。
公司还打算与技师学院合
作开设共建班，让学生在校期
间就学习企业需要的技术，提
前了解企业文化等。

1500元实习补贴，另外还有出
差补贴。转正后，哪怕是应届
生，标准薪+项目奖励+出差补
贴，一个月下来也可以拿到七
八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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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师学院的学生能吃苦，
沟通能力强，且接受能力好。”
厦门金牌厨柜股份有限公司厦
门生产基地人事经理徐林介
绍，去年金牌橱柜和技师学院
l[mnop qrstu 第一次合作，招收的毕业生都
表现不错，由于生产区扩建和
三达膜科技（厦 门 ）有限
产品品种增加，今年计划招收
公司招聘负责人陈女士说，他
50位毕业生，主要是CAD技术
们招聘的服务工程师都需要外
员、品管技术员、制造管培生等
派到项目上，有的比较偏远，但
技师学院毕业生的表现很好。 职位。
徐林说，实习期间的待遇
“技师学院的学生专业比较对
和正式员工一样，包吃、缴交医
口，匹配度高，到岗后很容易上
社保，享受其他公司福利，实习
手，
而且都很能吃苦、
肯干。”据
期4000元/
月左右，转正后也有
悉，该公司近期还打算到技师
5000元/
月—6000元/
月。
学院开展专场招聘宣讲。
三达膜给实习生的待遇是
6"#!"";"

今年，厦门技师学院计划
招生3375人。如果您也想让孩
子成为“大国工匠”，可以报
读厦门技师学院哦！
厦门 技师 学院 是 厦 门 惟
一一所国家级重点公办技工
院校，创办于1961年，主校区
位于翔安区，总建筑面积约
15.
59万平方米，
实习实训设备
总值达1.
8亿元，综合办学水平
居福建省前列。
学院 今年 的招 生 规 模 与
去年基本持平。计划招收的
3375人中，预备技师 （二年
制）150人，
高中、
中技、
中专毕
业起点 （三年制）1480人，初
中毕业起点（五年制）高级工
1700人，初中毕业起点（三年
制）中级工45人。在专业设置
上，
2020年招生专业紧密对接
厦门支柱产业，涵盖机械制
造、电子光电、车辆工程、建筑
工程、自动化技术、信息技术、
高 端 服 务 等 7大 类 共 31个 专
业。
今年还新增了6个招生专
业，包括五年制高级工专业2
个：计算机平面设计、电气技
术应用（变配电设备运行与维
护）；三年制高级工专业3个：
园林工程技术、工程造价、电
梯工程技术；预备技师专业1
个：
计算机网络技术。
那么，谁可以报读厦门技
师学院呢？凡是年满15周岁的
应往届初、高中以上毕业生，
均可报读。
其中：五年制高级工、三
年制中级工招收初中毕业生；
三 年 制 高 级 工 招 收 高 中 、技
校、职高、中专毕业生；二年制
预备技师招收高技、大专生毕
业生。具备田径、足球特长的
考生，在同等条件下可优先录
取。
厦门 市应 届初 中 毕 业 生
需在中考志愿填报时，选择厦
门市高级技工学校 （学院代
码：
2201）进行报名。非厦门
市（含全国其他地区初、高中
毕业生）可携带相关报名材料
到学院惟一招生报名点（厦门
市翔安区文勤路8号） 进行报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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