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江西财经大学 2018 年“春
季就业推进周”系列活动相继举行，活
动之一的毕业生春季“双选会”（两场）
连续两周在该校大学生活动中心举
办。两场“双选会”汇集了逾 200家省
内外知名企业来校招聘，为毕业生提
供 6975 个就业岗位。据悉，两场“双
选会”共吸引了来自江西财大及南昌
市周边部分高校的近万名毕业生入场
与用人单位进行洽谈，近千名毕业生
达成就业意向。

“简历诊断”
助推毕业生赢在起跑线

招聘会现场，由江财乔布菁英社
举办的“简历诊断”服务区，吸引了前
来求助的众多同学，这也是该校首次
将“简历诊断”服务推向招聘会现场，
效果极佳。“简历诊断”服务也成为此
次双选会的一大亮点。

据悉，江财乔布菁英社由上海乔
布堂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与江西财大招
生就业处联手推出，双方紧密合作共
同为江财学子提供个人简历制作的专
业建议与指导。上海乔布堂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商务总监，第一届、第二届全
国大学生简历大赛组委会特邀委员、
评委刘学英介绍说：“‘简历诊断’目的
是帮助江财学子增强求职中简历申请
的通过率，使得求职者利用有限的空

间充分撰写简历展现自己的闪光点。”
据了解，参与“简历诊断”的简历

小专家也是层层选拔，严格挑选。由
特聘金牌讲师对成员进行简历诊断理
论授课，并需经过选拔考试，通过者将
进入简历诊断实战强化训练阶段，集
训历时半个月。同时，该公司专业人
员还应邀为学校教师进行“简历+面
试”为主题的培训。通过“简历修改、
模拟面试”等活动，教师们在亲身体验
中掌握了快速修改简历的方法和工具
以及面试技巧，将在后期的“简历小专
家进学院”等活动中切实服务于广大
学生。

江西财经大学大学生就业指导服
务中心主任曾祥麒介绍：“‘简历诊断’
服务确实给同学们在应聘过程中带来
了实质帮助，前来‘就诊’的同学主要
是大四即将找工作的毕业生以及大三
有意愿找实习的同学，还不乏大一大
二的同学前来问津，这说明学子的就
业意识在日益增强。除了本校学生，
现场还吸引了华东交大、江西农大等
大量外校同学前来咨询。”

多途径提升毕业生求职能力
助力毕业生圆梦职场

据悉，本次春季供需见面会作为
“春季就业推进周”的第一个活动，也
是学校为 2018 届毕业生准备的最后

一次集中供需见面会。春季双选会原
定只举办一场，但据前期对毕业生求
职情况和企业需求的调研，为了满足因
考研、考公而错过求职机会毕业生的求
职需要，学校招就处本着为学生服务的
宗旨决定在一周后再增设一场。

与此同时，为助力学生就业，江西
财经大学还特邀各行业嘉宾走进学校
开设讲坛，为学生进行相关专场知识
的讲座。4月中旬，华为财务精英挑战
赛赛事论坛举行，邀请了学校会计学
院副院长曹玉珊、研究生院副院长荣
莉和获得第七届华为财务精英挑战赛

区域赛广州区亚军的会计学院 2014
级学生邓文柔为学校 47支队伍约 300
位参赛选手进行指导。论坛
围绕案例分析的常见问
题、需要注意的问题以
及参赛经验等提供了
具体的意见和建议。

4 月下旬，由南
昌经济技术开发区
地税局主办的税法知
识 专 题 讲 座 在 校 举
行。南昌经开区地税局
熊勇、黄晓担任此次讲座主

讲人。讲座围绕大学生创业优惠政
策、税收制度的改革、最新的“营改增”政
策运用及各类型的营改增企业纳税实务
操作、最新电子商务征税政策等展开。

学校还举行了“直通名企—实习
生选拔赛”宣讲会。活动“以赛带训”
提升学生求职能力，为即将开始的求
职工作做好全面准备。活动共吸引了
包括中信证券、农夫山泉、通联支付、
天职国际、江西航空等 12家国内知名
企业参与，提供 43 个实习岗位选择。
比赛通过“学生组织参与、专业老师指
导、企业提供真实需求”，为同学们营
造真实的求职环境，搭建求职模拟训
练的舞台。

提供优质就业资源
发挥学校就业市场主渠道作用

尽管招聘会现场人流涌动，但秩
序井然。来自招生就业处学生助

理中心的“江小助”们，为“双选
会”的组织筹备、前期联络、
会场布置和现场招聘服务
等工作提供了热情、细致、
周到的服务，得到用人单
位的大力赞赏。

面对众多就业岗位，
大多毕业生们准备充分，表

现出积极、理性的就业心态。
来自会计学院一名大四同学表

示，财务会计是她的求职目标，为了这
次“双选会”，她专门着正装，“这个很
重要，态度就表现在这里。”在她看来，
会计专业求职的杀手锏是“专业技能
扎实，有相关实践经历，工作严谨细
致”。毕业生们的良好表现以及日益
增强的就业意识，得益于学校招生就
业处无处不在的宣讲和举措以及一切
为学生服务的常态工作机制。

江西财经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柳
晨介绍，学校招就处近期持续开展“春
季就业推进周”系列活动，为毕业生就
业营造了浓厚氛围，架设了多方平台，
并充分发挥了校园毕业生就业“主力
军”作用。柳晨表示，继 4月中旬 2018
届毕业生春季供需见面会结束后，学
校招生就业处还通过技能培训、就业
讲坛、“以赛带训”、招聘宣讲会等多种
形式为毕业生提升就业能力、拓展就
业选择，大力促进毕业生更高质量充
分就业。

截至目前，江西财经大学招生就
业处已为 2018 届毕业生举行校园专
场招聘会 791 场，大中型“双选会”10
场，累计来校招聘单位达到 2336 家。
为充分发挥校园毕业生就业市场的主
渠道作用，大学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
采取专场宣讲招聘和大中型“双选会”
及网络招聘相结合的方式，对招聘岗
位、专业层次等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保证了来校招聘企业的质量，为毕业
生提供了优质就业资源。 （曾祥麒）

江西财大：发挥学校主力军作用助力毕业生圆梦职场
多举措提升学生求职能力，助推毕业生赢在起跑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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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个传统村落获中央财政支持
本报讯 （记者邹晓华 通讯员张建华）日前，

吉安市吉安县浬田镇田岸上村、泰和县马市镇蜀
江村，赣州市宁都县黄陂镇杨依村、石城县小松镇
丹溪村，抚州市金溪县合市镇大耿村、金溪县合市
镇戌源村、金溪县琉璃乡北坑村、金溪县琉璃乡谢
坊村，上饶市婺源县赋春镇上严田村、婺源县赋春
镇甲路村 10 个传统村落被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文化和旅游部等六部门列入2018年第二批中
央财政支持范围中国传统村落名单。

此前公布的第一批中央财政支持范围中国传
统村落名单中我省有 11 个村落在列，至此，我省
共有21个传统村落将享受中央财政福利。

据悉，中央财政资金支持范围包括传统建筑
保护利用示范、防灾减灾设施建设、历史环境要素
修复、卫生等基础设施完善和公共环境整治、文物
保护、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
等。自 2012年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 6 部门启
动传统村落保护工作。5 年来，大部分传统村落
被列为保护对象，中央财政对传统村落保护发展
给予了大力支持，至今已对前 4 批的 3155个村落
给予每个村庄300万元保护扶持。

一季度南昌城镇新增就业24695人
本报南昌讯（记者万仁辉）5月14日，记者从

南昌市人社局获悉，今年一季度，南昌市城镇新增
就业24695人，失业人员再就业8284人，新增转移
农村劳动力18120人，困难群体就业2809人。

据介绍，今年以来，南昌市就业形势呈现总规
模继续扩大、企业用工需求不断攀升的特点。统
计数据显示，南昌市通过开展“就业援助月”“春风
行动”“三八巾帼展英姿妇女专场招聘会”等公共
就业和人才专项服务活动，市本级和县区公共就
业服务机构组织举办招聘会 154 场。具体来说，
154 场招聘会涉及电子操作、机械制造、纺织服
装、餐饮服务、食品加工等行业在内的省内外企业
3600余家，提供岗位信息 14.78万个，参加招聘活
动人数9.98万人，其中1.77万人达成就业意向。

在落实就业政策方面，南昌市对符合条件的
就业困难人员发放资金补助，帮扶其就业脱贫。
截至 3 月底，该市享受就业困难人员岗位补贴的
共有2899人，发放金额201.7万元；享受就业困难
人员社会保险补贴的共 2523人，发放金额 743.51
万元。

本报讯 （记者陈璋）5 月 12 日
开始，生态环境部长江经济带督察
组联合南昌市环保局，开展了打击
固体废物环境违法行为专项行
动。督查人员不打招呼、不提前通
知，针对赣江沿岸多家企业、码头
进行检查，发现环保设施不过关、
废弃物随处堆放等问题。南昌市
环保局表示，已要求责任单位15日
完成整改。

14日上午，记者随督查人员来
到南昌市经开区白水湖管理处中
海码头，一下车就看见多辆运输车
和吊机在作业，路面上全是泥浆，
最深处有数厘米厚。没走几步，督

查人员就变成了“泥腿子”，鞋子和
裤腿沾满了泥浆。

督查人员来到码头的一个敞
开的小型车间，里面油污满地，并
溢向四周。废弃的汽车配件和油
桶等物品摆放杂乱无章。南昌市
环境监察支队监察一科科长周雄
旺表示，按相关规定，这些废弃物
应有专门的房间堆放。

经过一个小时检查，督查人员
将问题一一记录在案。

周雄旺介绍，中海码头存在的
问题主要包括汽车维修中产生废
机油、油桶随意堆放在路边，地面
的废机油没有清理；路面含泥废

水太多；沿边生活垃圾太多。“如
果遇上大雨，这些废弃污染物很
容 易 随 雨 水 进 入 赣 江 ，污 染 水
源。如果遇上持续干旱，又容易
成为扬尘的来源。”

对此，江西中海港务有限公司
负责人表示接受检查，并承诺按环
保规定整改。

随后，督查人员来到江西国际
集装箱码头。这里的路面干净整
洁，集装箱也摆放整齐。然而，在
紧邻赣江的地方，督查人员发现不
少生活垃圾乱扔乱放，其中还夹杂
着油漆桶、三合板等装修材料。

记者了解到，根据督察组检查

结果，南昌市环保局每日都将相
关问题形成“确认单”，报送南昌
市政府。截至 5 月 14 日，此次督
察已形成 10 份确认单，记录的问
题主要为：红谷滩凤凰洲管理处
英雄大桥下存在建筑垃圾 50 吨；
经开区裘家一号码头使用后的废
油管随意堆放，装卸过程中存在
跑冒滴漏现象，地面残留沥青渣
及装载沥青后的废桶，还有油污、
灰渣等；裘家二号码头堆存建筑
垃圾 2吨。

此外，经开区昌远码头存在少
量水泥管、废弃钢管，建筑垃圾约
50 吨，部分倾倒河里的现象；高新

区昌东镇尤口村下范组赣江南支
河道附近有疑似300吨危险废弃物
和不明液体流出。

对这些问题，南昌市环保局昌
北分局局长张晓东表示，已经要求
责任单位在 5月 15日整改到位，清
理完了要现场拍照发给督察组。
涉及一些深层问题，南昌市环保部
门还会逐一排查，举一反三，形成
长效规范管理机制。

“整改达到要求的，我们会让
其继续规范生产经营，保护一江清
水。达不到要求的，要依法实施关
停，并追究相关法律责任。”张晓东
表示。

秀美乡村入画来

生态环境部长江经济带督察组联合南昌环保部门开展专项行动

保持赣江岸线洁净 守护一江清水

安义县四方村好家风传递正能量

淳朴民风引来研学旅行团

位于安义县东部的长均乡观
察村四方自然村共有 50 余户村民
居住，该村面积虽不大，但最近一
到周末，就有成群的游客进村参
观、游玩，其中包括来自南昌、鹰
潭、宜春等地的中小学研学旅行
团队。

四方村何以有如此大的吸
引力？

在观察村村委会主任杨绍柏
看来，四方村的“四知家风”远近闻
名，此外，该村还提炼了“忠、孝、
勤、俭、礼、义、廉、信”八字家训，营
造了兴家风的浓厚氛围。“游客来
到四方村，除了能看到山清水秀、
村容整洁，还能感受淳朴民风。”

5 月 14 日，记者来到四方村，
进村从西往东走，一路经过了“三
风”主题广场、议事堂、荣誉堂、先
贤堂。杨绍柏告诉记者，四方村探
索成立了“7+X”（即固定成员+利
益相关人员）议事机制、红白理事
会、关西氏族慈善基金会等，村事、
家事无论大小，都可以在议事堂讨

论解决。
“勤学敦行，自省善思；夫妇

如宾，婆媳和顺；孝老爱亲，长幼
有序……”记者注意到，议事堂的
北面是“四知堂”，在这里可以看到
四方村杨氏宗谱、家规家训以及廉
洁模范介绍等内容。

谈到“四知堂”的由来，杨绍柏
说，其中还有一个小故事。“村民杨
贤金无偿让出家中老宅，‘四知堂’
的改造因此十分顺利。”记者了解
到，在四方村推进新农村建设中，
像杨贤金这样主动让出自家闲置
房屋供集体使用的有好几例。

百年古枫与古祠堂相映成趣、
农家书屋大门敞开、“杨震却金”典
故“上墙”……在参观四方村时，记
者发现，该村的村容村貌别具一
格，让人印象深刻，其家风、民风建
设更是传递出一种向上、向善的正
能量。对此，杨绍柏表示，四方村
坚持以家风带民风，以民风带村
风，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能够走进四
方，感受乡风文明新风尚。

本报记者 万仁辉

日前，樟树市在樟树农业学院开展地震防火
预案应急演练。听到警报后，1000多名师生迅速
疏散到操场。在演练过程中，消防人员还向师生
们讲解地震之中的安全防火知识。

通讯员 皮旺元摄

▶ 四 方 村
“四知堂”内景。

▲四方村“三风竹卷书”引人驻足。 通讯员 袁惠娟摄

◀四方村家
风宣传“上墙”。

本报记者 万仁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