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 4 月 15 日  第三期                                           主编：于利俊  副主编：邹佳欣 仝莉莉 陈永亮 马小童 

 

 

  管理工程学院学生工作周报 

一、管理工程学院党总支召开师德师风学习教育研讨会 

4 月 10 日下午，管理工程学院党总支召开师德师风学习教育调研

会。学院党政班子成员及教研室主任、副主任、实验室主任参加了会

议。会上，荀志远宣布了新任教研室主任、副主任、实验室主任人员

名单。梁虹对学院师德师风学习教育活动工作方案、整改措施、时间

安排、工作要求进行了详细部署并提出具体要求。申建红对学院本科

教学评估整改工作进行了部署安排，并对考勤管理提出具体要求。 

 

管理工程学院大事件 

二、管理工程学院党总支召开全员教职工大会学习“红七条”，

筑牢立德树人根基 

4 月 10 日下午，管理工程学院党总支召开全院教职工大会。会上集体学

习了《关于深入开展师德师风学习教育活动的通知》、《红七条》等文件精

神。梁虹对广大教师筑牢立德树人根基，争做“四有”好老师提出了明确要

求。同时，总结了学院党总支三月份“灯塔-党建在线”学习竞赛活动开展情

况，传达了山东省委组织部、青岛市委组织部的相关通知精神，并对全体党

员提出具体要求。 

 

三、管理工程学院成功举办学生干部培训班第一期 

4 月 11 日下午，管理工程学院于二教阶 401 举办学生干部培训班

第一期，主题为学生干部的职责与使命。党总支副书记于利俊，辅导员

邹佳欣、陈永亮出席此次会议。会上，于利俊对近期的学生工作做出安

排部署，并针对本次培训班的主题，对学生干部做出具体要求，强调工

作中要关注细节，增强责任意识，在做好学生工作的同时也要保证全方

面发展。 

四、管理工程学院举办新闻中心工作座谈会 

4 月 12 日中午，管理工程学院于二教 410 举办新闻中心工作座谈会。党

总支副书记于利俊、辅导员马小童以及新闻中心全体成员出席此次会议。会

上，新闻中心成员对负责的工作、未来的展望以及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

汇报总结，于利俊针对新闻中心的各项工作和仍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具体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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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 讯 速 递 工 作 手 记 

1.本周完成我院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申报工作，本

年度我院共申报68项，创历史新高。 

2.为进一步完善学生信息搜集机制，我院进行院级信息员

重组。 

3.为组织做好西海岸新区城市运行志愿者服务工作，我院

特制定《管理工程学院学生志愿者准则》，选拔优秀学生进行

志愿者工作。 

4.本周完成第62期入党积极分子的推荐、公示工作，本期

我院共114人参加党课学习，积极向党组织靠拢。 

5.本周学院就业办公室举行2018届毕业生就业促进会，就

大学生就业流程、人事档案作用、就业派遣、签订劳动合同应

注意的事项及入职后的职业发展等问题结合实例进行了详细

讲解。 

6.各年级辅导员深入学生宿舍进行内务检查，重点清理”

三面“和床底灰尘，组织学生积极进行宿舍整改。 

7.本周内完成2017年度校五四表彰材料申报工作，共上报

个人事迹材料6项、集体事迹材料2项、新媒体事迹材料2项。 

8.我院特邀体育部叶明亮老师指导2017级学生进行广播

操训练，经过专业老师的指导，新生们的动作水平和精神面貌

都有了较大的提升。 

本周检查结果 

1.宿舍卫生检查结果 

表扬：4#208、A#515、A#522、A#524、A#529、A#535、A#536、A#537 

通报：4#225、A#530 

    

２.早操&晚自习检查结果 

 日期 分数 班级以及出勤率 

早操 

4.9 97 
造价 171造价 173 

出勤率 100% 

4.10 96 
工管 171工管 173 

出勤率 100％ 

4.11 94 
物流 171物流 172 

出勤率 100％ 

4.13 97 
造价 171信管 172 

出勤率 100％ 

晚自习 4.11 96 
工管 171工管 172 

出勤率 100％ 

 

一、管理工程学院成功举办共青团工作推进会 

2018 年 4 月 11 日上午，共青团工作推进会于二教 410 举行。于

利俊充分肯定了我院共青团取得的成绩，邹佳欣对近期的共青团工

作做出了部署。会上，于利俊强调共青团未来要加强团队合作意识，

有效提高吸引力凝聚力，扩大工作有效覆盖面。此次会议的召开，

为日后共青团更好地发挥组织作用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也为学院

团组织的发展和学生的进步创造了良好的空间。 

 

二、管理工程学院啦啦队在啦啦操比赛预赛中取得好成绩 

2018 年 4 月 11 日下午四点，青岛理工大学于嘉陵江路校区形体

教室进行了啦啦操比赛预赛，最终管理工程学院取得了第三名的好

成绩。 

 

三、管理工程学院成功举办团日活动动员大会 

2018 年 4 月 12 日下午，管理工程学院于二教阶 304 举办主题团

日活动动员大会。会上，于利俊向大家详细介绍了有关主题团日活

动的具体内容，强调团日活动的宗旨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围绕学

生的实际生活展开，各班要将团日活动融入日常生活，深化团日活

动的意义。同时要加强网络宣传，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通过本次

会议，学院各班团支书对团日活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了解，有利

于加强班级凝聚力，深入建设班级文化，使团日活动的举办更上一

个 台 阶 。                          脑 电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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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工程学院就业直通车 

 

 

就业早知道 

1.金现代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金现代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计划于下周

到学院召开 2018 届学生专场招聘会，具体时间、

地点待定。公司成立于 1994 年，2015 年在挂牌

上市，股票代码 834903，注册资本 2.1 亿元，

现有员工 2000 多人，是山东省软件行业 10 强，

主要招聘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的毕业生，

目前我院信管专业已有 4 名同学签约该公司。 

2.上海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计划于近

期到学院召开 2018 届学生专场招聘会暨 2019

届实习生招聘会，招聘专业为工管、国工、造

价专业。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大

型专业建筑上市公司，股票代码 600491，公司

拥有国家特级资质、房屋建筑设计甲级资质、

五个一级资质以及多项经营资质，资产总额超

过 310 亿元。 

就业小技巧 
用乐群性爱好点缀形象 

“谈谈你的业余爱好”是合资企业、民企

乐于问这道题，因为企业主要想通过此题了解

面试者的性格是否开朗，是否具有团队精神。

所以面试者千万不要说自己没有业余爱好，也

不要说自己有那些庸俗的、令人感觉不好的爱

好。谈爱好时最好不要说自己仅限于读书、听

音乐、上网等一个人做的事，这样可能会令面

试官怀疑应聘者性格孤僻，最好能有一些如篮

球、羽毛球等，在户外和大家一起做的业余爱

好来“点缀”自己的形象，突出面视者的乐群

性和协作能力。 

 

 

  截止到 4 月 14 日，国工签约率

达到  36.21 ％、物流签约率达到 

27.94％、工程签约率达到 38.89％、

造价签约率达到 30.56％、信管签约

率达到 27.27％、工管签约率达到 

30.30％。 

 

管理工程学院信息网签约人员名单 

学生姓名 班级 单位名称  

常锋威 工管 141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韩延龙 工管 141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李林达 工管 141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张梦雅 工管 141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何伟业 工管 141 中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王宝钰 工管 141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马月秋 工管 141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潘广豪 工管 141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符静玲 工管 141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罗方伶 工管 141 中建新疆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 

何美媛 工管 14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林玮艺 工管 141 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沈晓琳 工管 141 中建新疆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西南分公司 

林先祺 工管 141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庞倩 造价 141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李飞 造价 141 中建一局集团第一建筑有限公司 

绳家运 造价 141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刘利 造价 141 广州天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吴瑞凯 造价 142 中建一局集团第一建筑有限公司 

高蓉蓉 国工 141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 

国滨 国工 141 上海建工七建集团有限公司 

龙悦 国工 141 湖南省第六工程有限公司 

吕亚贞 国工 141 山东天齐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宁洁 国工 141 青岛利业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庞晴 国工 141 世润德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施海娜 国工 141 中建新疆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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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生 佳 作 

 

 

周周有新番——心理常识番 

焦虑，还不是因为你太着急 

  人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整个社会都出现一种急

吼吼的浮躁态度。你争我抢，很担心迟别人一步，属于

自己的东西就不存在了。 

  其实谁都明白，成功是急不来的，只有持续的付出，

对过程把控有度，才能一步步向前推进，逐渐达到理想

的目标。 

  人生赢家冯唐总结自己人到中年的生活感悟时，用

了九字箴言：不着急，不害怕，不要脸。 

  因为这世界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而那些厉害的

人，一直很努力，但却不着急。磨刀不误砍柴工，就是

这个道理。 

  学习，工作其实都一样，想要做出点成绩都要经过

大量的积累、深耕。 

  莫扎特从 21 岁开始，就写出了一部部的经典作品，

不过你可能不知道，他从 4 岁开始练琴，6 岁前，望子

成龙的父亲已经逼他练了大约 3500 小时。 

  没有之前枯燥的练习，一次次的错误与取舍，哪来

的厚积薄发。如果他很着急，作品怎么能成经典。 

  不着急，才能从容不迫，不计较眼前的得失，将注

意力真正着眼于过程上，才能水到渠成收获好成果。 

  你越着急，越容易产生焦虑，目标离你就越远。 

管理工程学院新闻中心 

责任校稿：栾崔力，袁甜娇       版面设计：栾崔力 

文字编辑：陈本昌，黄祺智，高晶，曾佳玉，李欣雨 

摄影：黄祺智，陈本昌，王春禹，郭春显，霍玉启    

图片编辑：陈本昌，黄祺智，王春禹 

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工程 152 袁甜娇 

现在大三，没日没夜泡在自习室的

自己时不时会“矫情”地想想过去“自

由快乐”的日子……军训时尘土飞扬的

操场，熄灯后掌灯热聊的例会，阳光下

神采飞扬的好友，都是最美好的回忆。

说起来总有一个地方，是我最无法割舍

的挂念——它是人间的四月天。 

大一时，初次相遇，它是军训场上

大汗淋漓却不停记录每一个美好点滴的

学长学姐，一见钟情；初次尝试，它是

深夜电脑屏幕上调皮跳跃的字符，相遇

是缘；后来呀，它让我体会了何为文字

之美，懂得了何为均衡的艺术，再见倾

心，恋恋不舍…… 

大二呀，变换了身份，成为了奔波

在操场教室努力的撰稿人，有了属于自

己的那些他们，总是说自己好累，也因

为它委屈、难过、开心、自豪……百感

交集；看着它的成长，也自豪骄傲却又

暗暗担心。朋友们总说，不明白我为什

么要熬夜到电脑关机只是因为一篇微信

推送，不明白我为什么要抓耳挠腮只是

因为一篇短短的新闻稿件，更不明白我

为什么会喜欢他们眼里枯燥无味的它。

以前总是纠结，现在想想呀，原来总是

这样，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后来的后来呀，变成了超级严厉的

学姐，板起脸来因为一个又一个不起眼

的问题跟学弟学妹们叽里呱啦。可能在

很多人眼里，它不是完美的小孩，我却

总想成为它的保护壳，维护它，保护它

一天又一天地成长。 

三年的时光转眼即逝，没有人知道

它对于我们的意义。正如林徽因与徐志

摩的爱情：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

响点亮了四面风，轻灵在春的光艳中交

舞着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