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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用人单位的一封信
尊敬的用人单位：

感谢贵单位多年来对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人才培养工作的大力支持和对

学院毕业生的厚爱！在此，谨表示崇高的敬意与衷心的感谢！在 2019 届毕业生

就业工作开始之际，我们希望继续得到您一如既往的支持。

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的前身是 1958 年成立的广西建筑工程学校与 1985 年

成立的广西建筑职工大学，2002 年 8 月 21 日，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合并改

制为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是广西唯一一所建设类公办高等院校。是教育部、

建设部确定的建设行业技能型紧缺人才示范性培养培训基地，中央财政支持建

设的职业教育建筑技术专业性实训基地，是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 50 强高校。

2019 年，我校将有建筑工程技术等 42 个专业共 5045 名专科（高职）学生

毕业，相关专业的毕业生具备施工员、材料员、质检员、安全员、预算员、资料员、

测量员、监理员、劳务公司技术领班员、房地产营销人员、招投标管理员、企

事业单位基建技术员、报建员、物业管理技术人员等工作能力；可在建筑、市政、

房地产开发、基建部门及其他企事业单位，从事项目施工、管理、工程预决算、

建筑水、电、暖工程的项目施工管理、房地产估价、房地产经营管理、城乡规

划设计、建筑设计、城乡规划建设管理，建筑室内外工程装饰装修设计和施工，

消防工程管理以及企事业单位的计算机日常管理与应用、网络组网和管理、建

筑虚拟漫游作品制作、平面设计、网页制作、三维动画制作和 IT 产品营销、珠

宝玉石鉴定、加工和销售等工作。

为了给贵单位和毕业生搭建双向选择的平台，我们竭诚为贵单位与毕业生

“牵线搭桥”提供服务，欢迎您从现在开始，在您最为方便的时候与我们联系，

到我校选用毕业生。

我校招生就业处联系方式：

联  系  人：曹老师、黄老师、林老师、许老师、何老师

联系电话：0771-3834473，3836067

再次感谢贵单位的信任与支持！

                                                                        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二○一八年九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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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届毕业生资源指南

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创建于 1958 年，是广西唯一一所建筑类公办

高等学校，是自治区示范性高职院校。2015 年，学校入选全国就业 50 强

高校，跻身“2015-2016 年中国专科院校排行榜 100 强”第 95 位。

目前学校拥有“国家高技能人才培养示范基地”、“中央财政支持的

职业教育建筑技术专业性实训基地”等 6 个国家级实训（培训）基地及 8

个自治区级示范性实训基地，获得 2 个中央财政支持服务产业能力提升专

业、2 门国家精品课程、2 门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以及 9 门自治区级

精品课程、6 个自治区级优质专业、1 个自治区高校急需专业、2 个特色

专业和 4 个优势专业、5 个自治区示范特色专业及实训基地以及 1 个民族

文化传承职业教育基地。2015 年，学校被教育部评为“全国毕业生就业

典型经验高校”、全国首批百所“现代学徒制试点院校”，同时也是“自

治区职业教育先进单位”、“产教融合改革试点单位”。

学院概况
学校占地面积 708 亩。设有土木工程系、规划与建筑系、设计艺术系、管

理工程系、城市建设与交通工程系、设备工程系、计算机与信息技术系、公共基

础部（社科部）等 8个教学系部共 42个专业。现有全日制在校生超过 1.5 万人。

学校形成了“学校社会双向参与、专业职业双业融合、学校企业双元培养”

的人才培养模式。通过成立校企合作发展理事会，组建广西建设职业教育集团，

引进社会力量，在校内建成了广西建设职业技能鉴定总站等一批校企合作型实训

基地，建成 146 个实验实训室或一体化教室，实验实训项目开出率达到 100%，

基本涵盖了建设行业的所有项目。订单办学范围进一步扩大，“校中厂”“厂中

校”模式探索和国际合作办学取得新突破，社会服务能力进一步增强。学校与广

西建工集团等 118 家建设企事业单位建立了长期稳定的校企合作关系，建立了

186 个稳定的校外实习实训基地，形成了“依托行业，校企合作，以产促学，服

务地方”的办学特色。

学校的人才培养质量获得了社会和行业的广泛赞誉，就业率连续多年位列同

类院校榜首，连续 12年荣获“全区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建筑工程技术专业
★国家建设行业实施技能型紧缺人才示范培养培训基地

★中央财政支持的职业教育建筑技术专业性实训基地

★自治区优质、优势专业

★广西高职示范特色专业及实训基地

主干课程：建筑识图与房屋构造、

建筑力学、建筑材料、建筑结构、建筑

施工技术、建筑工程测量、地基与基础、

高层建筑施工、施工组织与进度管理、

计算机辅助设计、建筑工程计量与计价、

混凝土结构施工图平法图识读。

实践课程：认识实习、测量实习、

钢筋混凝土楼盖设计、钢筋砼工程模板

设计、钢筋实训、基础工程实训、钢结

构施工实训、测量放线强化实训、砌筑

与抹灰工种实训、钢筋混凝土结构模拟

施工、毕业设计、毕业实习。

就业方向：毕业生面向施工企业、房地产开发公司、建设单位、中介机构及其它

企事业单位，可从事项目施工管理、工程预决算、招投标以及工程监理等方面的工作。

实训教学

建设工程监理专业
★中央财政支持的职业教育建筑技术专业性实训基地

★双师型教学团队
主干课程：建筑力学、建筑材料、建筑识图与房屋构造、建筑结构、建筑工程测量、

混凝土结构施工图平法识读、地基与基础、建筑施工技术、建设工程监理概论、建筑工

程质量测评、建筑工程监理资料管理、施工组织与进度管理等。

实践课程：认识实习、测量实习、建筑施工图设计、钢筋混凝土整体楼盖设计、钢

筋砼模板设计、钢筋实训、砌筑与抹灰工种实训、钢筋混凝土结构模拟施工、测量放线

强化实训、监理综合实训、毕业实习等。

就业方向：毕业生主要面向工程建设监理单位，从事土建工程监理工作，也可在房

地产开发公司、建筑施工单位从事土建工程的概预算、招投标方面及其他行业相关的基

建行政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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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2019 届毕业生资源一览表
系 名 联系电话 专  业 男生 女生 合计

毕业生
总数

土木
工程系

0771-

3835606  

3851418

建筑工程技术 867 89 956

1242
土建施工类（中外合作办学）（建筑工程技术） 79 5 84
建设工程监理 58 3 61
工程测量技术 134 7 141

规划与
建筑系

0771-

3389826 

3389829

建筑设计 192 47 239

422
城镇规划 42 29 71
风景园林设计 31 30 61
园林工程技术 38 13 51

设计
艺术系

0771-

3389832

艺术设计（数码平面设计方向） 29 29 58

752

环境艺术设计 20 18 38
家具艺术设计 35 26 61
建筑室内设计 125 112 237
建筑设计类（中外合作办学）（室内设计技术） 25 8 33
古建筑工程技术 21 9 30
展示艺术设计 24 28 5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128 50 178
宝玉石鉴定与加工技术 32 33 65

管理
工程系

0771-

3850891

工程造价（建筑工程造价方向） 213 229 442

1136

工程造价（全过程造价管理方向） 36 35 71
工程造价（安装工程造价方向） 73 71 144
建设工程管理（建筑工程管理方向） 118 35 153
建设工程管理（建筑文秘方向） 9 19 28
建筑工程管理（财务管理与造价审计方向） 62 59 121
建设项目信息化管理 18 9 27
房地产经营与管理（房地产估价） 20 21 41
市场营销（房地产营销策划） 40 21 61
物业管理 30 18 48

城市建设
与交通
工程系

0771-

3822562 

3842605

市政工程技术 150 33 183

613
道路桥梁工程技术 223 15 238
铁道工程技术 47 4 51
工程造价（公路工程方向） 33 30 63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48 30 78

设备
工程系

0771-

3850821  

3850829

建筑设备工程技术 134 21 155

418
建筑电气工程技术 57 7 64
给排水工程技术 90 37 127
消防工程技术 37 6 43
楼宇智能化工程技术 28 1 29

计算机
与信息
技术系

0771-

3850825  

3389835

建筑动画与模型制作 57 27 84

462
计算机网络技术 123 21 144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69 29 98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59 46 105
通信工程设计与监理 27 4 31

合    计 3681 1364 5045 5045

备注：招生就业处联系电话：0771-3834473、3836067，联系人：曹老师、黄老师、林老师、许老师、何老师

专业介绍
土木工程系 联系电话：0771-3835606  3851418



工程测量技术专业 
★自治区特色专业

★广西自治区示范性高等职业教育实训基地

★广西自治区级优秀教学团队

主要课程：普通测量、…控制测量、GPS测

量技术、测量平差、数字测图与应用、地籍测量、

房产测量、工程测量、变形观测、GIS原理与软

件使用、建筑识图与房屋构造、建筑施工技术、

路基路面工程、施工组织与进度管理等。

实践课程：地形测量实习、控制测量实习、数字测图实习、地籍测量实习、房产测

绘实习、工程测量实习、土建认识实习、施工图识读实训、毕业实习等。

就业方向：毕业生可在测绘单位、国土单位、施工企业、工矿企业、城镇管理部门

和房地产公司等企事业单位从事控制测量、数字测图、施工测量、地籍测量、房产测绘

和变形测量等方面的工作，也可在建筑施工企业和道路施工企业从事施工管理和资料管

理等方面的工作。

摄影测量与遥感技术专业
★广西自治区级优秀教学团队

★广西自治区示范性高等职业教育实训基地

主干课程 :普通测量、控制测量、数字摄影

测量、数字测图与应用、GPS测量技术、遥感

数据解译、遥感技术与应用、无人机测绘数据采

集与处理、工程测量、GIS原理与软件使用、测

量平差、地籍测量、桥梁与隧道测量、测绘工程管理等。

实践课程：地形测量实习、控制测量实习、数字化测图实习、GPS测量实习、无

人机测绘航拍实习、遥感图像调绘与解译综合实习、地籍测量实习、工程测量实习、毕

业实习等。

就业方向：面向测绘单位，从事摄影测量、遥感技术、工程测量、地籍测量、地图

制图等方面的工作；也可在航空摄影、遥感、测绘、国土、城建、电力、国防、交通、

水利、石油等企事业单位从事与测量和遥感技术相关的基层管理工作。

城镇规划专业
★中央财政支持建设专业

★自治区优质专业

★自治区优势专业

★广西示范性高等职业教育实训基地

主干课程：城镇规划、控制性详细规

划、道路交通规划、居住小区规划设计、

建设管理与法规、市政工程规划、规划实务、

建筑设计、建筑构造、建筑制图、工程测

量、绘画（素描色彩）、效果图表现技法、

计算机辅助设计CAD、3D、SK、PS 等。

实践课程：城镇规划实训、道路交通

规划实训、居住小区规划设计实训、市政

工程规划实训、建筑设计实训、建筑制图

实训、工程测量实训、绘画（素描色彩）

实训、效果图表现技法实训、建筑设计专

题实训、毕业实习、毕业设计。

就业方向：面向城乡规划设计单位、

城乡规划管理部门、相关设计单位、咨询

公司等，从事城乡规划设计、城乡规划管

理及中小型民用建筑设计等工作。

建筑设计专业
★广西示范特色专业及实训基地

主干课程：建筑设计原理、建筑构造

教学活动

实训教学

砌筑与抹灰工种实训

实训教学（3D 模型教学实训）

项目经理指导学生毕业实习

实训教学

规划与建筑系 联系电话：0771-3389826 3389829

设计、建筑制图、建筑设计规范、建筑初步、绘画（素描、色彩）、居住区规划设计、

建筑结构、计算机辅助设计CAD、3DSMAX、PHOTOSHOP 及草图大师等。

实践课程：建筑制图实训、绘画实习、CAD绘图实训、计算机效果图制作实训、

建筑设计实训、建筑设计专题实训、建筑构造实训、毕业设计、毕业实践、工程测

量实训、规划设计实训。

就业方向：面向建筑设计单位、城乡建设管理部门、房地产企业、咨询公司等，

从事建筑设计、城乡建设管理、小区规划设计、建筑咨询及施工管理、建筑效果图

设计制作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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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训教学实训教学



风景园林设计专业
注：主要培养方向为设计

主干课程：园林规划设计、植物景

观设计、居住区景观设计、计算机辅助

设计CAD、3DSMAX、PHOTOSHOP、

建筑构造及施工设计图、景观工程、园

林法规与工程资料管理、园林工程清单

计价等课程。

实践课程：园林规划设计实训、居

住区景观设计实训、园林制图与识图实

训、园林植物景观设计实训、建筑设计

实训、景观建筑专题设计实训、表现技

法实训、绘画实训、CAD绘图实训、计

算机效果图制作实训、景观工程实训、

毕业设计、毕业实践等

就业方向：面向园林景观设计、园

林工程建设施工、苗木绿化施工等企事

业单位，从事园林景观规划与设计、景

观建筑设计、效果图制作、园林预算、

景观建筑施工与管理等工作。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专业
★自治区优质专业

★中央财政支持实训基地建设专业

★自治区职业教育示范特色专业及

    实训基地

主干课程：建筑装饰制图、建筑

装饰设计、装饰施工图设计、建筑装

饰施工技术、计算机效果图绘制、建

筑装饰构造与材料、装饰施工组织与

工程管理、建筑装饰工程预算、装饰

工程项目招投标与合同管理等。

实践课程：建筑装饰制图实训、建筑装饰设计实训、建筑设计实训、建筑装饰

施工技术实训、装饰工程预算与招投标实训、室内环境与设备实训、计算机效果图、

施工图绘制实训。

就业方向：毕业生面向建筑装饰公司、企业，建筑设计院、所，园林景观设计公司、

企业，房地产公司、企业，建筑装饰监理公司、企业等单位的工程设计、工程绘图、

工程咨询、工程监理、工程预算、工程施工组织和管理等岗位。

建筑室内设计专业
主干课程：建筑制图、建筑设计、住宅室内设计、办公空间设计、商业空间设计、

地域风格餐饮娱乐空间设计、酒店设计、数字化制图系列课程（二维、三维图纸图

形绘制与表现）、室内绿化设计等。

实践课程：建筑制图实训、绘

画实习、手绘效果图表现技法实训、

CAD 绘图实训、建筑设计实训、模

型设计制作实训、计算机效果图制

作实训、室内设计项目系列课程实

训、软装设计实训。

就业方向：面向室内设计公司、

软装公司、房地产公司、设计院所及

其它企事业单位，可从事室内设计、

软装设计，效果图表现、设计营销、

预算、咨询、监理等岗位工作。

园林工程技术专业
注：主要培养方向为施工

主干课程：景观工程、园林施工组

织管理、工程测量、园林工程清单计价、

园林法规与工程资料管理、植物栽培与

养护、园林规划设计、建筑构造及施工

设计图、植物景观设计、计算机辅助设

计CAD、3DSMAX 等课程。

实践课程：工程测量实训、园林工

程组织与管理实训、园林植物栽培与养

护、CAD绘图实训、计算机效果图制作

实训、园林建筑构造实训、建筑设计实训、

园林规划设计实训、景观工程实训、园

林工程计价实训、毕业设计、毕业实践等。

就业方向：面向园林工程建设施工

企业、园林绿化部门及苗圃、园林景观

规划与设计单位等，从事园林景观建筑

施工管理、绿化养护管理、园林规划设

计、建筑设计、园林预算等工作。

设计艺术系 联系电话：0771 － 3389832

学校领导参观毕业生毕业设计作品展

课程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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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建筑工程技术专业
主干课程：仿古建筑制图、仿古建筑装饰设计、中国仿古建筑设计、中国仿古

建筑构造、仿古与建筑装饰施工图设计表现、古建筑造型设计与彩绘、仿古建筑工

程施工组织与管理、仿古园林景观设计等。

实践课程：仿古建筑制图实训、中国仿古建筑构造设计实训、中国仿古建筑设

计实训、仿古建筑装饰设计实训、古建筑模型设计与制作实训、仿古与建筑装饰施

工图设计表现实训、古建筑认识参观考察实训等。

就业方向：面向建筑公司或企业，建筑装饰公司或企业，建筑设计院或所，环

境艺术设计院或所，园林工程公司或设计院、所，博物馆，文物局或文保所等单位

的古建筑修缮设计与管理，仿古建筑装饰设计与施工管理，工程监理和预算等工作。

艺术设计专业
主干课程：广告设计、企业形象设计、包装设计、PhotoShop…CS 图像处理、

Illustrator、CorelDRAW…、版式设计与籍装帧设计、影视技术、新媒体管理与运营、

3DMAX效果图制、展示设计等。

实践课程：场景速写实训、平面设计专题实训、影视项目制作实训

就业方向：面向广告公司、印刷公司、展示设计与策划公司、文化传媒公司等单位，

可以胜任室内外广告设计、书籍装祯与排版、展示设计、包装设计等岗位的工作。

展示艺术设计专业
主干课程：商业展示设计、会展

设计、陈设设计、CAD 与建筑制图

识图、3DMAX效果图制作、广告设计、

企业VI形象设计、新媒体管理与运营、

展示手绘效果图等。

实践课程：CAD 与建筑制图识

图实训、计算机效果图制作实训、商

业展示设计实训、广告设计实训、会

展设计实训、陈设设计实训。

就业方向：面向展示设计与策划公司和平面设计公司等单位，可从事会展设计、

商业展示设计、平面设计、VI 形象设计、展示工程施工及管理等工作。

环境艺术设计专业
主干课程：建筑制图、手绘效果图表现技法、建筑设计系列课程、景观设计项

目系列课程、室内空间项目策划与设计系列课程、数字化制图系列课程（二维、三

维图纸图形绘制与表现）、园林景观工程、工程预算等课程。

实践课程：制图实训、绘画实习、CAD 绘图实训、手绘效果图表现技法实训、

建筑设计实训、室内设计项目实训、

景观项目设计实训、计算机效果图制

作实训。

就业方向：面向景观设计机构、室

内设计机构、建筑设计院所、效果图设

计公司，可从事景观设计、室内设计、

建筑设计、室内外效果图表现、室内外

工程监理等岗位的工作。

家具艺术设计专业
★国家教育部现代学徒制首批试点专业

主干课程：家具构造与制图、人

体工程学、家具造型设计、家具材料的

识别与应用、家具生产制造工艺、木雕

造型设计与制作、家具专题设计、家具

项目设计、软体家具设计与制作、家具

涂料与涂装技术等。

实践课程：木雕造型设计与制作

实训、室内陈设品设计与制作实训、

家具涂料与涂装技术实训、家具项目

设计实训、软体家具设计与制作实训。

就业方向：面向家具生产公司或企业，家具产品营销公司或企业，建筑装饰公

司或企业，家居装饰和家具设计等相关企事业单位的设计、营销、策划、监理、检验、

生产制作、组织管理等工作。

实训教学

毕业生毕业设计作品展

新西兰惠灵顿理工学院教师在设计艺术系上课

家具设计课程实训

宝玉石鉴定与加工技术专业
主干课程：珠宝首饰鉴定与评估、

素描、珠宝首饰店铺管理与营销技巧、

珠宝电子商务、photoshop广告运用，

玉器加工工艺、首饰设计、贵金属加

工与宝石镶嵌、民族手工艺品制作。

就业方向：面向珠宝销售、玉器

加工、珠宝设计定制等企业或机构，

从事珠宝销售、珠宝检测、珠宝设计、

首饰制作、玉器雕刻、玉器抛光、编

织类手工工艺品加工等工作。…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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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造价专业
★自治区优质专业、优势专业

主干课程：建筑构造与识图、

力学结构知识与结构识图、建筑

与装饰材料、建筑施工技术、建

筑工程计价、工程招投标与合同

管理、建筑CAD、建筑水电工程

计价、工程经济学、建筑工程项

目管理、工程计价软件应用、工

程算量软件应用、市政工程计价、

钢结构工程计价、建筑工程测量、

管理工程系 联系电话：0771-3850891 实践课程：认识实习、制图实训、施工工种操作实习、工程测量实习、施工组

织设计实训、建设工程计价实训、工程招投标实训、毕业设计、毕业实习。

毕业生专业就业方向：在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建筑企业、房地产企业、工

程管理咨询企业等单位从事建筑工程施工管理工作，具体岗位有项目经理、施工员、

招标员、安全员、监理员、资料员等。

建设工程管理专业（建筑文秘方向）
主干课程：建筑构造与识图、建筑与装饰材料、建筑 CAD、建筑结构分析、混

凝土结构施工图平法识图、建筑施工技术、建筑工程资料管理、工程招投标与合同

管理、建筑工程计价及软件运用、建设工程监理、建筑工程项目管理、基础写作、

公文写作与处理、秘书知识及礼仪、办公自动化、工程经济学、建筑企业财务管理等。

实践课程：认识实习、制图实训、公文写作实训、建筑工程计价实训、资料管

理实训、施工组织设计实训、办公自动化实训、秘书礼仪实训、工程招投标实训、

毕业设计、毕业实习等。

毕业生专业就业方向：在建筑行业从事办公秘书或相应部门的工程管理工作，

如建筑企业、房地产企业、工程管理咨询单位、工程设计部门、招投标代理机构及

工程造价咨询部门等。

建设工程管理专业（财务管理与造价审计方向）
主干课程：建筑构造与识图、建筑与装饰材料、建筑结构基础与识图、建筑工

程测量、建筑施工技术、施工组织设计、工程经济、会计基础、审计基础、建筑设

备基础与识图、工程招投标与合同管理、建筑工程计价及其软件运用、建筑水电工

程计价、施工企业财

务会计、工程财务管

理、建筑CAD等。

实践课程：认识

实习、制图实训、工

程测量实习、工程预

决算实训、施工现场

施工技术实训、施工

组织设计实训、工程

招投标实训、会计核

算实训、毕业设计、

毕业实习等。

建筑工程资料管理等。

实践课程：认识实习、制图实训、施工组织设计实训、建筑工程计价软件应用实训、

市政预算实训、工程测量实训、工程招投标实训、结构施工图平法识图、毕业设计、

毕业实习。

毕业生专业就业方向：面向建筑企业、造价咨询机构、招投标代理机构、房地

产企业、工程设计部门等单位从事与工程造价相关工作，就业岗位包括造价员、施

工员、监理员、资料员、安全员等。

建设工程管理专业（建筑工程管理方向）
主干课程：建筑与装饰材料、

建筑构造与识图、建筑 CAD、工

程力学、土力学与工程基础、建

筑结构、混凝土结构施工图平法

识图、建筑水电设备安装与识图、

工程测量、建筑施工技术、建筑

工程资料管理、建筑工程计价及

其软件运用、工程招投标与合同

管理、建筑企业财务管理、工程

经济学、施工组织设计、建设工

程监理、安全施工与文明施工管

理、建筑工程项目管理等。

实训教学

课堂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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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专业就业方

向：在建筑企业、工程监

理单位、工程咨询机构、

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工程

设计部门、投资与金融等

单位从事建筑工程的财务

管理、预决算及其审计、

招投标与合同管理、施工

管理等工作。

建设项目信息化管
理专业

主干课程：建筑施工

技术、建筑施工质量验收规范及资料软件运用、管理信息系统、BIM建模、BIM应用、

BIM 算量软件应用、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工程招投标与合同管理等。

实践课程：制图实训、认识实习、结构施工图识图实训、BIM 应用实训、BIM

建模实训、验收资料编制及软件运用实训、建筑工程计价实训、工程招投标与合同

鉴定实训、施工组织设计实训、毕业设计、毕业实习等。

毕业生专业就业方向：面向施工企业从事建设项目信息化管理、施工资料管理、

造价管理等工作。就业岗位包括项目信息技术员、BIM建模师、电算化资料员、造价员、

施工员等。

房地产经营与管理专业（房地产估价）
主干课程：建筑与装饰材料、建筑构造与识图、房地产经济学、房地产基本制

度与政策、房地产市场预测与调查、房地产项目投资分析、房地产市场营销、房地

产经纪实务、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建筑 CAD、售楼礼仪与谈判技巧、工程招投标与

合同管理、房地产估价、房地产测绘、建筑工程计价、建筑施工技术、房地产会计基础、

建筑工程资料管理等。

实践课程：房地产认识实习、建筑制图与识图实训、房地产市场营销实训、市

场调查实训、房地产项目投资分析实训、房地产经纪实训、房地产开发实训、房地

产估价实训、工程招投标实训、毕业设计、毕业实习。

毕业生专业就业方向：面向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从事工程资料管理、房地产

市场调研、房地产投资分析、房地产项目管理、房地产经纪、房地产估价、建设工

程招投标等工作。

市场营销专业（房地产营销策划）
主干课程：建筑与装饰

材料、建筑制图与识图、房

地产经济学、房地产基本制

度与政策、房地产市场预测

与调查、房地产项目投资分

析、小区规划与景观设计、

房地产市场营销、房地产经

纪实务、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建筑 CAD、售楼礼仪与谈判

技巧、消费者行为学、房地

产广告策划、房地产文案创

作、房地产营销策划、房地

产项目策划、房地产会计基础、建筑工程资料管理等。

实践课程：房地产认识实习、建筑制图与识图实训、房地产市场营销实训、市

场调查实训、房地产项目投资分析实训、房地产经纪实训、房地产开发实训、房地

产广告策划实训、房地产营销策划课程设计、毕业设计、毕业实习。

毕业生专业就业方向：面向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以及相关的政府管理机构等

单位从事房地产营销与策划、房地产代理与居间、房地产市场调研等工作。

物业管理专业
主干课程：物业管理法规、商业物业经营管理、房地产开发经营与管理、房地

产经纪实务、物业管

理实务与技巧训练、

物业公共关系与社交

礼仪、物业环境管理、

楼宇智能化技术。

就业方向：面向

高档住宅或商业物业

服务公司、房地产运

营与管理公司从事物

业管理员 ( 主管 )、客

服前台 ( 主办 )、房地

产营销等相关工作。

实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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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桥梁工程技术专业
主干课程：工程制图与 CAD、道

路建筑材料、工程力学、桥梁结构、道

路工程测量、土力学、基础工程、公路

勘测设计、路基施工技术、路面施工技

术、桥梁施工技术、公路工程计量与计

价、隧道工程等。

实践课程：测量实习、计算机辅助

设计、公路工程造价软件应用、桥梁施

工实训、毕业综合实训、顶岗实习等。

就业方向：毕业生面向公路、市政

工程建设相关的企事业单位，主要从事

道路与桥梁工程的勘测设计、施工管理、

试验检测、工程监理、造价咨询等专业技术管理工作。如交通勘测设计单位、路桥

施工企业、市政工程公司、监理企业、各市县交通局、公路局等。

市政工程技术专业 
★自治区示范特色专业及实训基地

主干课程：工程制图与CAD、道路建筑材料、工程力学、桥梁结构、道路工程测…

量、城市道路设计、土力学、基础工程、路基施工技术、路面施工技术、桥梁施工技术、

市政工程计量与计价、市政管道工程等。

实践课程：测量实习、计算机辅助设计、市政工程造价软件应用、桥梁施工实训、

毕业综合实训、顶岗实习等。

就业方向：毕业生面向城市建设管理、市政工程管理以及公路交通建设相关的

企事业单位，主要从事城市基

础设施工程（如城市道路、桥

梁、管道工程等）的勘测设计、

施工管理、试验检测、工程监

理、工程招投标、造价咨询、

养护与管理等专业技术管理工

作。如市政设计公司、市政工

程公司、路桥或建筑施工企业、

监理企业、检测机构、造价咨

询机构等。

工程造价（公路工程方向）专业
主干课程：工程制图与 CAD、建筑材料、公路工程、桥梁工程、隧道工程、公

路工程预算、工程测量、公路工程清单计价与计量、市政工程计量与计价、工程招

标与合同管理、建筑构造与识图、建筑工程计量与计价等。

实践课程：识图实训、工程计价软件应用实训、建筑构造与识图实训、清单编

制与报价实训、毕业综合实训、顶岗实习等。

就业方向：毕业生面向公路工程、市政工程、建筑工程相关的施工企业、造价

咨询机构、招投标代理机构、工程监理单位、建设单位等企事业单位，主要从事道

路与桥梁工程相关的工程可行性研究投资估算、工程概预算、工程招投标、工程计

量与计价、工程结算等专业技术管理工作。

铁道工程技术专业
主干课程：工程制图与CAD、道路建筑材料、工程力学、桥梁结构、道路工程测…

量、土力学、基础工程、轨道工程、桥涵施工技术、铁路工程试验与检测、施工组

织与管理、铁路工程概预算、隧道工程等。

实践课程：测量实习、铁路轨道施工实训、工程造价软件应用、桥梁施工实训、

毕业综合实训、顶岗实习等。

就业方向：毕业生面向铁道交通、城市轨道交通、公路交通工程建设相关的企

事业单位，主要从事铁路、城市轨道或公路工程的勘测设计、施工管理、试验检测、

工程监理、工程招投标、造价咨询、养护与管理等专业技术管理工作。如铁路施工企业、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公司、公路施工企业、市政工程公司、监理企业等。

城市建设与交通工程系 联系电话：0771-3822562 3842605

实训教学

实训教学

技能大赛

桥梁施工模型教学

教学活动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专业
主干课程：城市轨道交通概论、城市轨道交通

行车组织、城市轨道交通客运组织、城市轨道交通

票务管理、城市轨道交通车站设备、城市轨道交通

安全管理、客运服务与礼仪、铁路行车组织、铁路

运输调度工作等。

就业方向：面向铁路及地铁等轨道交通运营公

司，从事车站站务员、车站值班员、值班站长、调

度中心调度员及其他交通企业运营管理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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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设备工程技术专业
★自治区示范特色专业及实训基地

主干课程：通风与空调工程、水暖工程施工技术、水暖工程预算、建筑电气工

程施工技术、电气工程预算、施工组织与管理、建筑照明与供配电、建筑给排水工程、

建筑电气控制技术、工程案例分析、AUTOCAD、工程制图。

实践课程：通风与空调工程设计、编制施工图预算、编制施工组织设计、水暖

工种操作、电气工种操作、建筑供配电与照明设计、建筑给排水工程设计、毕业设计、

综合实践。

就业方向：毕业生面向建筑施工企业、设计部门、事业单位工程部门、招投标

咨询公司、工程监理公司、房地产开发企业等，胜任建筑电气、通风与空调、建筑

水电工程施工、预算、招投标、监理、设施运行维护与管理等工作。

给排水工程技术专业
★中央财政支持建设、自治区优质、优势专业

主干课程：建筑给排水工程、给排水工程施工技术、给排水管道工程技术、水

质检验技术、水泵与水泵站、污水处理技术、给水处理技术、给排水工程预算、施

工组织与管理、施工组织与管理、工程案例分析、AUTOCAD、工程制图、工程测量。

实践课程：建筑给排水课程设计、给水排水管道设计、编制施工图预算实训、

编制施工组织设计实训、测量实训、CAD 绘图实训、工种操作实训、毕业设计、综

合实践。

就业方向：毕业生面向大中型建筑施工企业、设计院、事业单位工程部门、市

政部门、招投标咨询公司、房地产开发企业、工程监理公司、自来水公司等，胜任

建筑给水排水工程设计、施工、预算、招投标、监理及设备运行维护与管理等工作。

建筑电气工程技术专业
主干课程：建筑供配电与照明、建

筑电气控制技术、建筑智能化技术、建

筑电气工程施工技术、安装工程预算、

综合布线及网络技术、施工组织与管

理、电气消防技术、变频器与可编程控

制器、水暖工程技术、工程案例分析、

AUTOCAD、工程制图。

实践课程：建筑供配电与照明设计、

电气消防技术设计、综合布线设计、编

制施工图预算、编制施工组织设计、工

种操作实训、毕业设计、综合实践

就业方向：毕业生面向大中型建筑施工企业、设计院、事业单位工程部门、招

投标咨询公司、房地产开发企业、工程监理公司等，胜任建筑电气工程、智能化系

统工程的设计、施工、预算、招投标、监理、设备运行维护与管理等工作。

消防工程技术专业
主干课程：建筑水消防技术、建筑防排烟技术、电气消防技术、气体泡沫消防

技术、消防工程预算、建筑电气控制技术、施工组织与管理、建筑给排水工程、建

筑供配电与照明、建筑给排水施工技术、建筑电气工程施工技术、工程案例分析、

AUTOCAD、工程制图。

设备工程系 联系电话：0771-3850821  3850829

设备工程系学生绘制“锦绣蓝图·缔造书香校园”获全国第五届“镜头中的三下乡”
活动“优秀摄影奖”，“优秀指导老师”“优秀学生通讯员”奖

智慧水务新型自洁水箱项目获“第四届中
国“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广西

赛区·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银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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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
★自治区优质专业

主干课程：路由与交换基础、路由与交换提高、网络工程设计与实施、网络管理、

电子商务、综合布线、楼宇智能与视频监控、电子商务等。

实践课程：计算机网络基础实训、网络管理实训、路由与交换基础实训、路由与

交换提高实训、综合布线实训、网络工程设计与实施实训、毕业实习。

就业方向：面向网络工程、网络服务类公司从事中小型网络规划设计、网络设备

集成、网络工程实施、网络维护管理、楼宇智能设备安装维护、网络服务搭建和电子

商务运营推广等工作。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专业
主干课程：photoshop 图形图像处

理、Div+Css网页布局、网页界面设计、

flash网站设计、Javascript网站特效等。

实践课程：微机组装与维护实训、

网页设计实训、广告设计实训、毕业设

计、毕业实习。

就业方向：面向网页设计公司、广

告设计公司、网络营销公司、电视台以

及相关企事业单位从事网页设计、手机

UI 设计、flash 动画设计、平面广告设

计等工作。

建筑动画与模型制作专业
★自治区急需专业

主干课程：建筑构造、建筑CAD、

建筑CG表现﹑建筑三维建模﹑建筑动

画制作﹑建筑虚拟现实技术﹑建筑三维

特效制作等。

实践课程：微机组装与维护实训﹑

建筑漫游作品制作实训、影视片头制作

实训﹑毕业设计﹑毕业实习。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系 联系电话：0771-3850825  3389835实践课程：建筑水消防系统设计、电气消防技术设计、建筑供配电与照明设计、

建筑给排水工程设计、编制施工图预算、编制施工组织设计、工种操作实训、毕业设计、

综合实践。

就业方向：毕业生面向公共事业单位、设计院、消防工程公司、消防设施检测

中心、建筑施工企业、招投标咨询公司、工程监理公司及居住小区等，胜任消防工

程设计、施工、预算、招投标、监理及消防设施运行维护管理等工作。

楼宇智能化工程技术专业
主干课程：综合布线与网络工程、楼宇智能化系统集成、建筑安防与弱电系统

工程、安装工程预算、建筑供配电与照明、建筑电气控制、建筑设备监控系统、火

灾报警与消防联动、施工组织与管理、工程制图、电工技术、AUTOCAD、建筑法

规与合同管理、单片机原理及应用、PLC与变频器、楼宇智能化系统的安装与运行等。

实践课程：电工实训、PLC 应用实训、综合布线与网络工程实训、安全防范系

统工程实训、楼宇智能化系统集成实训、楼宇综合布线实践。

就业方向：本专业毕业生主要在建筑智能化企业、建筑设备安装施工企业、房

地产开发公司、建筑设计院、监理公司、物业管理公司、其他相关企事业单位工作。

胜任建筑智能化工程设计、施工、预算、招投标、监理及设备运行维护与管理等工作。

城市燃气工程技术专业
主干课程：空气调节、燃气输配、燃气测试技术、燃气应用技术、燃气工程预算、

安装工程施工组织与管理、工程测量、燃气工程施工。

实践课程：燃气输配课程设计、燃气燃烧与应用实训、通风与空调工程课程设

计、水暖施工实训、燃气施工实训、编制施工图预算、编制施工组织设计、测量实训、

毕业设计、综合实践。

就业方向：毕业生面向燃气工程的设计员、施工员、监理员、预算员、质检员、

安检员、材料员；燃气设备运行、维护管理员；企业燃气供应及其燃气生产设备管

理及维护人员。职业目标：燃气工程师、建造师。

课堂教学

课堂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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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筋工证

职业资格证书
测量放线工证

专业岗位证书

施工员证 预算员证

安全员证 质检员证 资料员证

就业方向：面向建筑设计单位、建筑装

饰公司、房地产开发公司、三维动画公司以

及媒体传播公司从事建筑CG表现、建筑视

觉设计、建筑动画设计、影视三维特效等工作。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专业
主干课程：移动界面设计、Java 编程

基础、Android开发基础、Android开发高级、

移动前端开发、HTML5+CSS3 开发、软件

测试技术、电子商务等。

实践课程：移动界面设计实训、Java

开发实训、移动前端开发实训、Android 项

目实战、HTML5+CSS3 实训、毕业实习。

就业方向：面向软件开发公司、移动互

联网应用型公司从事基于 Andriod 平台的

APP 前端及后台的软件开发、软件测试、

软件维护、移动互联网应用推广 / 营销和电

子商务运营推广等工作。

通信工程设计与监理专业
主干课程：通信概论、宽带接入技术、

移动通信网络规划与优化、通信综合布线工

程、移动基站运行与维护、通信工程概预算、

通信工程制图、通信工程设计与监理等。

实践课程：微机组装与维护实训、计算

机网络基础实训、宽带接入技术实训、CAD

实训、通信工程制图实训、通信综合布线实

训、通信工程概预算实训、毕业实习。

就业方向：面向电信、移动、联通三大

通信运营商、广电网络、通信设计院、监理

咨询公司、通信施工服务商等通信外包服务

公司从事设备调试、安装、维护、线路勘测、

布线、通信工程的施工、设计和监理等工作。

实训课程

实训课程

课堂教学

毕业生岗位证书

22 23

2019 届毕业生资源指南



罗舒萍，是风景

1601 班的一名成员，

我热爱生活，热爱学

习，乐于尝试新鲜事

物，勇于开拓创新。

在班级里担任学习委

员一职。在社团里我

担任学院主持团副团

长。

吴锡伟，在校期

间曾先后担任班级班

长，系易班学生工作

站站长，曾获得“国

家励志奖学金”、学

院“一等奖学金”、

学院“优秀团干”、

“优秀易班站长”、“优

秀青年志愿者”、“优

秀读者”、等荣誉称号。

易滢滢，在校期间

以高标准来要求自己，

学好专业知识，同时积

极参与学校活动，在学

习和工作中表现比较优

秀。我专业知识扎实，

成绩优异，在专业大赛

中获得了各项专业奖。

张婧珂：担任装

饰 1601 班 班 长， 曾

获 2016-2017 学 年 获

得国家励志奖学金、

2016-2017 学 年 学 院

一等奖学金、学院“三

好学生”优秀学生干

部”、“优秀团员”

等称号。

梁 阳 莉 , 在 校 期

间，每学年成绩均排

在班级前三名，并担

任班级班长，加入系

艺术团舞蹈队、礼仪

队，持有篮协裁判部

会员，参加互联网 +、

孵化园创业、乒乓球、

班级拔河、班级啦啦

操、职业礼仪比赛等。

杜 春 芳 , 预 备 党
员，任学院学生会信
息部委员兼团委新媒
体中心绘影部副部长，
曾获得“优秀学生干
部”、“优秀青年志
愿者”等称号。多次
在学院活动比赛中获
得名次，2017 学年获
得学院一等奖学金，
区政府奖学金。

李文娇，同学为人乐观
向上、热爱学习，专业成绩、
综测成绩均为专业第一。积
极参加各种技能大赛，曾获
得全国数学建模网络挑战赛
二阶段三等奖、学院简历制
作与设计大赛一等奖、学院
大学生创业营销大赛一等
奖、学院职业生涯规划二等
等。在校期间，获得过“十
佳学子”称号，获得国家励
志奖学金、国家二等助学金、
学院一等奖学金。 

韦罗玉，是来自管理
工程系建管 1603 班的一名
学生，现是中共预备党员。
大学至今，本人秉承着“穷
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
下”的理念，经营着自己
的大学生活。无论在学习
上还是学生工作上，都有
自己明确的目标，始终保
持积极向上的学习态度，
并朝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

吴国鹏，建筑

工程技术专业，中

共预备党员，担任

班级宣传委员。

2017—2018 学

年担任土木工程系

团总支学生会组织

部副部长。

李希莹 , 建筑工程

技术专业 , 任土木系团

总 支 学 生 会 组 织 部 部

长、力学结构模型协会

宣传部部长。

2017-2018 学 年 担

任土木工程系团总支学

生会组织部部长、力学

结构模型协会宣传部部

长。

李超鑫 , 建筑

工程技术专业 , 中

共预备党员 , 任团

支书。

2017-2018 学

年任班级团支书。

李培泽 , 建设工程

监理专业 , 信息委员。

2016-2017 学 年 担

任班级信息委员。

荣获 2018 年广西职

业院校技能大赛工程制

图赛项二等奖。

王乾标 , 工程

测量技术专业 , 任

班长。

2016- 2017 学

年担任学习委员兼

资助助理。

2017- 2018 学

年担任班长兼资助

助理。

张致铭 , 建筑工程

技术专业 , 任土木工程

系团总支副书记兼学

生会主席。

2017-2018 学年担

任土木工程系团总支

副书记兼学生会主席。

邱振霖 , 建筑工程

技术专业 , 中共预备党

员 , 任团支书。

2016-2017 学年担

任土木工程系学生会

委员。

2016-2018 学年担

任班级团支书。

2017-2018 学年担

任2017级辅导员助理。

陆智生 , 建筑工程

技术专业,任文艺委员。

2016-2017 学 年 任

班级组织委员。

2017-2018 学 年 任

大学生创业协会文艺部

理事、班级文艺委员、

系艺术团副团长、班级

助理、街舞社宣传部理

事。

部分优秀毕业生部分优秀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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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利平，预备党员、

班级纪律委员。荣获国

家励志奖学金、学院二

等奖学金、征文比赛二

等奖、手工比赛三等奖、

互联网 + 大赛优秀奖荣

誉奖项。优秀团员、优

秀青年志愿者、社团工

作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陈雪珍，思想进步，

积极进取，时刻保持与

时俱进的思想观念和奋

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学

习认真刻苦，成绩优秀；

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及专

业比赛，并获得了全国、

校、系级奖励。

陈 琪， 管 理 工 程 系 信
息化 1601 班班长。陈琪是
一个活泼，开朗，自信的女
生。在政治思想上积极要求
上进，热爱祖国，拥护党的
路线、方针、政策。在学习
上勤思善学，成绩优秀，连
续两个学年评为学院“优秀
团员”。在工作上，担任班
级班长一职，我团结班干部，
关心同学，出色的完成老师
布置的每一个项任务。在生
活中，我热爱生活，诚实守
信，乐于助人。

磨婷婷，曾获广西高校
创业营销大赛三等奖、大学
生创新创业大赛校一等奖、
互联网 + 创新创业大赛校
一等奖、大学生简历设计与
制作大赛校一等奖、大学生
职业生涯与规划大赛校三等
奖、校“优秀团员”、管理
工程系房产专业技能大赛一
等奖、演讲比赛二等奖。在
大学生就业服务协会担任副
会长，在班级担任副班长，
团结同学。

黎璐，中共预备党
员，国家励志奖学金、
区政府奖学金、新生奖
学金、学院一等奖学金
获得者，被评为“三好
学生、优秀班干”、获
数学建模全国比赛第一
阶段二等奖、第二阶段
一等奖、“创青春”区
级创业大赛三等奖、校
运会女子 4*100 米第二
名。

庞小旋，路桥 1605 班、
大学生就业服务协会实践
部部长，中共预备党员，
曾获国家励志奖学金、营
销大赛学院一等奖、广西
区赛第三届“云梦想”三
等奖，学院“不忘初心、
勤工筑梦”征文比赛一等
奖、学院“优秀团员”、
“优秀青年志愿者”、“易
班之星”等称号。

黄佳琪，路造 1601

班纪检委员、系学生会

秘书长、院易班行政部

副部长、中共预备党员，

曾获国家励志奖学金、

学院二等奖学金、学院

助学金、学院“优秀团员”

等称号。

零琳芝，铁道 1601 班
团支书，系学生会学习部部
长，中共预备党员，曾获
2017 年全国英语竞赛广西
区 优 秀 奖、2017 年“ 互 联
网 +”创新创业大赛广西区
优秀奖、2017 年广西区“党
的十九大精神宣讲”百佳微
视频大赛三等奖、连续两届
感动建院“十佳学子”、学
院“优秀学生干部”、“优
秀团员”等称号。

洪耀宗，建筑电气工程技
术专业，曾任设备工程系团总
支·学生会副主席 , 班级心理委
员。2018 年 3 月递交“寒假实
践报告”获得学院三等奖；2018
年荣获学院“优秀青年志愿者”
称号；2018 年 5 月获得“优秀
团员”称号；2018 年 5 月参加
第五届“创青春”区直院校全
国大学生创业大赛获得三等奖；
2018年6月参加学院“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获得银奖。

黄家祺，建筑设

备工程技术专业，共

青团员，曾任设备工

程系团总支·学生会

团总支副书记兼学生

会主席 , 班级班长。

曾获学院“一等奖学

金”、“优秀团员”。

唐若云，建筑电气工程
技术专业，预备党员，任设
备工程系团总支·学生会
秘书长 , 班级劳动委员。参
加全国中、高等院校学生
“斯维尔杯”建筑信息模型
（BIM）应用技能大赛总决
赛 “绿色建筑分析专项”
荣 获 三 等 奖；2018 年 6 月
参加学院“互联网＋”大学
生创新创业大赛获得银奖。

陶伟海，建筑电

气工程技术专业，共

青团员，曾担任创智

联协会会长，班级学

习委员。2018 年 3 月，

参加广西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高职组“建筑

智能化系统安装与调

试”赛项获得“二等

奖”。

滕欣，给排水工程技术专
业，中共预备党员，担任设备
系团总支·学生会副主席，班
级副班长。曾获学院“二等奖
学金”、“优秀学生干部”、“优
秀团员”、“优秀青年志愿者”。
参加 2018 年创青春全国大学生
创业大赛三等奖；参加第九届
全国中、高等院校学生“斯维
尔杯”建筑信息模型（BIM）
应用技能大赛总决赛 “绿色建
筑分析专项”荣获三等奖。

潘冬冬，移动互
联应用技术专业，任
系易班站长，棋社副
会长，新媒体策划部
长等，荣获国家励志
奖学金，军训标兵等
27 个奖项。

邱盛然，计算机网

络技术专业，中共预备

党员，任系学生会主席、

班长，在校期间荣获学

院一等奖学金、优秀团

员、优秀学生干部等。

部分优秀毕业生部分优秀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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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黄尊安

专业:建筑工程技术

简介:曾任大学生就业服务

协会副会长，班级副班长。

荣获学院“二等奖学金”、

数学第八届应用竞赛“二等

奖”、大学生简历设计与模

拟面试大赛“优秀奖”；荣

获学院“优秀团员”、大学

生就业服务协会“优秀工作

者”等荣誉。

姓名:黄玉淑

专业:工程造价

简介:曾任大学生就业服务协会

秘书长，班级班长；荣获“学

院“二等奖学金”；荣获学院

“社团优秀先进个人”、学院

“优秀团员”、学院招生就业

处“优秀工作者”等荣誉。

姓名:易叶芳
专业:建筑装饰工程技术简介:曾任大学生就业服务协会宣传部副部，班级学习委员；荣获“国家励志奖学金”、学院“二等奖学金”；荣获学院“社团优秀先进个人”、学院“优秀团员”、学院“优秀青年志愿者”；荣获学院招生就业处“优秀工作者”等荣誉。

大学生   就业服务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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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  创业协会

姓名：胡春阳

专业：建筑工程技术

简介：曾担任大学生创业

协会会长，广西大学生创

业营销联盟第三届主席团

副主席。2017年参加南宁

市电子商务创业大赛团队

荣获南宁六十强的“优秀

团队”称号。2018年荣获

学生社团“先进个人”称

号。

姓名：韦肖
专业：建设工程管理（财务管理与造
价审计）
简介：曾任大学生创业协会公关部
长、1602审计班文艺委员、院艺术团
礼仪队舞蹈队成员。2017年荣获广
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大学生创业协会
“社团先进个人”称号，2018年荣获
大学生创业协会“社团优秀干部”。
参加2018年大学生互联网“+”创业
大赛，团队荣获校赛“铜奖”，2018
年荣获年度“优秀团员称号”。

姓名：杜慧颖
曾任大学生创业协会人力资源部部长，班级心理委员；荣获2016-2017学年学院二等奖学金；荣获2017年度优秀团员、荣获2017年学院现场作文大赛第三名；荣获2016-2 0 1 7 年 “ 社 团 工 作 先 进 个人”称号；荣获2018年互联网“+”大赛（青年红色筑梦之旅）学院铜奖；荣获协会第二届“润润杯”比赛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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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单位录用毕业生工作程序 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校园招聘流程图
用人单位需求

用人单位与学院招生就业处联系

学院招生就业处发布招聘信息

用人单位对毕业生考核与选拔，签订就业协议书

用人单位将录用 ( 聘用 ) 名单通知招生就业处

提供单位营业执照 ( 复印件 )、招聘岗位和要求
协商面试时间、地点

用人单位与学院联系约定招聘
方式、时间、地点

收集毕

业生推

荐材料

参加专

场宣讲

招聘会

参加双

向选择

洽谈会

本着毕业生与用人单位“双向选择”的原则，用人单位在招聘录

用我校毕业生时可以：

一、提供需求信息
用人单位收到我校毕业生推介信息后及时与我校有关部门联系，

并提供本单位的简介、介绍信（或公司证件）、联系办法、招聘岗位、

人数、任用要求、提供的待遇（工资奖金、吃住条件、任用合同等）。

二、供需洽谈
我校有关部门收到用人单位的招聘信息后，及时根据用人单位的

要求，组织毕业生与用人单位供需见面洽谈会。

三、签订协议
（一）对确定录用我校专科毕业生的用人单位，请及时签订《普

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协议书》。

（二）对需要继续考察毕业生的用人单位，请开具《聘用广西建

设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生证明》，实习考察期满后再签订有关协议（毕

业生可以安排到聘用单位实习，但原则上不超过2019年 6月 10日）。

（三）有人事接收权的用人单位，请签订《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

就业协议书》，以便在学生毕业时我院开具《报到证》，没有人事接

收权的请开具《聘用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生证明》。

四、反馈信息
请加强联系，及时反馈毕业生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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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招生就业处联系方式：

联  系  人：曹老师、黄老师、林老师、许老师、何老师

联系电话：0771-3834473，3836067 我校招生就业处联系方式：

联  系  人：曹老师、黄老师、林老师、许老师、何老师

联系电话：0771-3834473，3836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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