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举办高校就业创业骨干师资

高级研修班的通知

各普通高校就业创业工作部门：

根据《教育部关于做好 2021 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

业创业工作的通知》（教学〔2020〕5 号）要求，为进一步

科学构建高校就业创业骨干师资队伍，提升高校就业创业师

资业务能力和水平，完善高校就业创业工作体系建设，更好

地服务于在校大学生，北京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会、广东省

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促进会、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

业促进会、河南省大中专毕业生就业促进会、广西毕业生就

业促进会、云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会联合主办，定于

2021年 4月 25日至 4月 30在扬州市举办高校就业创业骨干

师资高级研修班，具体事项详见附件。

联系人：王梦幻、韩进进。

电话：18911819264、18612819680

附件：高校就业创业骨干师资高级研修班

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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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就业促进会



高校就业创业骨干师资高级研修班

实施方案

一、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北京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会

广东省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促进会

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促进会

河南省大中专毕业生就业促进会

广西毕业生就业促进会

云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会

承办单位：北京睿新中科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二、培训对象

各高校学工、就业创业工作部门领导负责人，二级院系书记、

副书记、辅导员等。

三、培训目的

通过学习、考察，加强省内外高校就业创业指导工作经验交

流，提升常态化疫情之下高校院系就业创业工作人员的业务水

平，促进毕业生更加充分和更高质量的就业创业。

四、培训时间、地点

报到时间：2021 年 4 月 25 日 14:00～19:00。

培训时间：2021 年 4 月 26 日～30 日（30 日为返程时间）。



培训与报到地点：中集格兰云天大酒店（扬州中集华宇酒店

投资有限公司），江苏省扬州市扬子江北路 368 号。

五、培训费用

（一）培训费 3,980 元/人（含培训费，资料费，培训期间

统一安排的考察费、餐费等）。

交费方式如下：

1. 银行汇款。开班前通过银行汇款交付培训费（建议尽量

采用此交费方式）。

户 名：北京睿新中科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王府井金街支行

账 号：0200000709067266471

2. 现金或刷卡。报到时亦可缴交现金或刷卡。

（二）住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酒店住宿单人间协议价：

360 元/天·间，双人间协议价 360 元/天·间，届时请直接到酒

店前台缴费并索取发票。

备注：培训费发票由北京睿新中科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开具。

住宿费请直接到酒店前台缴交并索取发票。

六、报名方法

请于 2021 年 4 月 15 日前，填写培训报名表并加盖公章，扫

描件发送至邮箱 huiwu@wnsse.cn，按报名先后顺序确定名单。

七、疫情防控要求

根据疫情防控要求，参训学员需自觉遵守疫情防控各项规

定，每日做好自我健康监测，确保参加培训前身体状况良好，准

mailto:huiwu@wnsse.cn


备口罩等个人防护用品，做好个人疫情防护工作。

学员报到时需提供健康码并接受会务组体温检测，如出现发

热症状者，即时取消本次参训资格。来自中高风险地区的老师报

到时需向会务组出示一周内的核酸检测报告。

附件：1. 议程安排表

2. 主讲嘉宾介绍

3. 经验分享及交流高校简介

4. 报名表



附件 1

高校就业创业骨干师资高级研修班

议程安排表

时间 课程内容 主讲嘉宾

4 月 25 日 14:00～19:00 报到

4月 26 日

08:30～09:00 开班式
主办、承办方相关

领导

09:00～12:00 新形势下高校毕业生求职指导和就业引导 顾希垚

14:30～17:30 就业指导师资培训 郑超

4月 27 日
9:00～12:00 就业指导师资培训 郑超

14:30～17:30 创新创业师资培训 薛艺

4月 28 日
09:00～12:00 创新创业师资培训 薛艺

14:30～17:30 创新创业师资培训 薛艺

4月 29 日

09:00～12:00 就业创业工作考察与交流 扬州大学

14:30～17:30 就业创业工作考察与交流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

4月 30 日 全天 返程

（议程安排如有变动，请以即时通知为准）

http://www.baidu.com/link?url=vcZd4Gz7jWmTKzHkbHGiyJwCJH6CHRBMzvKTdANO4qGcve7zJbDn7x_YVO-GeP3CyE_S-MhhfhfB32aebXb3K_
http://www.baidu.com/link?url=vcZd4Gz7jWmTKzHkbHGiyJwCJH6CHRBMzvKTdANO4qGcve7zJbDn7x_YVO-GeP3CyE_S-MhhfhfB32aebXb3K_


附件 2

主讲嘉宾介绍

顾希垚

上海交通大学学生处副处长、学生就业服务和职业发展中心

主任。

先后主持、参与教育部学生司委托课题《促进制造专业大类

大学生就业创业的思路及政策建议》《上海交通大学大学生生涯

发展工作室建设》等省部级课题 6 项，发表论文 10 余篇。参与

教学改革项目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和上海市级教学成果特

等奖。曾获 2011 全国辅导员年度人物提名、2011 上海高校辅导

员年度人物、2014 年上海市育才奖。

薛艺

睿新中科研究院研究员、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职业生涯规

划师，创业导师，心理咨询师；中国心理学会成员；著有个案集

《创业是一场心理革命》、教材《创行：大学生创新创业实务》。

以个体咨询与团体辅导相结合的方式，为北京师范大学、安

徽师范大学、北京交通大学等多所学校的在校生，提供生涯心理

辅导，累积咨询个案 2000 多例；以面对面咨询和网络咨询相结

合的方式，累积职业咨询个案 1000 多例，共计咨询时间 3000

小时以上。



郑超

生涯规划师、创业指导师、CCTV 特邀嘉宾、中国科协专题

人物，全球职业生涯规划师、KAB 创业教育讲师、全国女性创业

就业导师、北京市教委中级高校就业指导师、教育部认证高校教

师、中级生涯规划师。教育部首批十佳精品慕课《创业 3+3》教

材、《大学就该这么过——完美大学生涯规划》。进入 2019 年

中国培训周&第七届“我是好讲师”比赛（被誉为“中国培训界

奥斯卡奖”）全国总决赛，并获得四个奖项：全国优秀讲师、全

国 20 强课程、沙盘优秀讲师、沙盘优秀课程。



附件 3

高校就业创业骨干师资高级研修班

经验分享及交流高校简介

扬州大学

扬州大学是江苏省人民政府和教育部共建高校、江苏省属重点综合性

大学。

学校着力提升专业建设水平，实施扬州大学本科专业品牌化建设与提

升工程，大力推进通识教育改革，深化创新创业教育，强化实践育人，积

极打造“一院一品”，实行第二课堂学分制，推动第一第二课堂融合发展。

学校混合教学改革案例入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混合学习白皮书》，连续

六次捧得全国“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优胜杯”，多次

荣获全国“挑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金奖并捧得“优胜杯”，荣获中

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金奖，获评全国首批深化创新创业教

育改革示范高校、全国实践育人创新创业基地、全国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

校。

学校大力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建有校企联盟 900 多个，省级校地研

发平台 32 个，校外科技推广基地 300 多个，大学科技园获批国家级科技

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科技开发与成果推广工作已形成了以江苏为中心、

辐射全国的格局，创造了巨大的经济社会效益，多次荣获国家和部省级表

彰。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学校坚持服务发展合作共赢，不断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与中石

化、中核建、上海大众等大型国有企业以及扬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广陵经济开发区等诸多国家级、省级经济开发区保持着长期紧密的合作关



系，建有 500 余家优质的毕业生就业基地，近年来我校毕业生就业率始终

保持在 98％以上。江苏省招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专科毕业生就业情况

调查报告（2019）》显示，我校毕业生总体满意度位列全省高职院校第 3，

自身发展满意度位列第 2，其中就业指导服务满意度位列第 3，母校推荐

度位列第 6。学校获评“江苏省就业创业工作先进单位”。

学校坚持开放办学战略，聚力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开展留学生教

育，是江苏省首批“留学江苏培育学校”；建有省高水平示范性中外合作

项目 2个、中国—东盟高职院校特色合作项目 1 个，是“世界职业院校与

技术大学联盟”单位和教育部“高端技能型、应用型人才联合培养百千万

计划”院校。



附件 4

高校就业创业骨干师资高级研修班报名表

【备注】请于 2021 年 4 月 15 日前，填写报名表并加盖公章后发送至邮箱 huiwu@wnsse.cn。

联系人：王梦幻 010-86466462-835（18911819264 微信同号） 韩进进 010-86466462-804

学校名称： 学校地址：（请认真填写，方便培训后邮寄证书）

单位纳税人识别号：（开具培训发票使用）

姓名 性别 民族 部门及职称 学历
就业创业

工作年限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邮箱

住宿（单

住/合住）

mailto:huiwu@wnsse.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