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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 日， 对贫困生实行全
免费教育的广东碧桂园职业学院
举行首届毕业生毕业典礼。 290
位首届毕业生就业率达 99.66%，
平均月薪 3873 元， 超广东 2016
年本科生平均月薪， 逾六成获基
层管理或技术骨干岗，更有 11 人
月薪突破万元， 教育扶贫成果显
著，获颁“广东省扶贫致富带头人
培训基地”牌匾。

全免费的扶贫高校，
全国独此一家

广东碧桂园职业学院是全
国唯一一所对贫困生实行全免
费资助的大专，是一所具有慈善
性质的民办全日制普通高等学
校，由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投
入 4.5 亿元主办， 学院经广东省
人民政府批准、 教育部备案，由
广东省教育厅主管。

从 2014 年 9 月正式开学至
今，学院已在广东、广西、江西、
湖北四省招收学子 1019 人，并
对他们实行全免费教育。

“读高中时， 母亲患了乳腺
癌，需要高昂的治疗费用。 无力
承担学费和生活费的我面临辍
学的选择，做梦也没有想到还能
继续读大学， 而且是一所全免
费，全慈善的学校。 ”毕业生黄道
境在毕业典礼上回忆道。

和黄道境一样，他的同学们
也都来自贫困家庭。 学院对他们
的“全免费”包括：全额资助学
费、教材费、食宿费、服装费、床
上用品费、学习用品费等，并补
助寒暑假探亲往返路费。 对有志
于报考学院新设“学前教育专
业”的优秀非贫困学生，学院将

根据学生入校前成绩，发放不同
层次的奖学金。

产教融合，校企共育

免费教育只是第一步，对于
广东碧桂园职业学院来说，实施
免费而优质的教育才是真正的
目标。“我们不仅仅要避免贫困
家庭的学子在读三年期间因经
济问题而辍学， 圆他们的大学
梦，更重要是通过教育教学和人
才培养模式改革，让学生掌握能
够获取高薪的专业岗位职务素
养和能力，从而实现其帮助家庭

‘阻断贫困代际延续’的目的。 ”
广东碧桂园职业学院院长刘惠
坚表示。

据刘惠坚介绍：“学院创办
人碧桂园集团董事局主席杨国
强明确提出，我们要办经济大潮
中的黄埔军校。 黄埔军校不培养
一般士兵，因此，我们在专业人
才培养规格定位上，明确为企业
培养基层一线的管理干部和技
术骨干。 ”

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依托碧
桂园的产业资源和链条支持，学
院打造了“产教融合，校企共育”
人才培养模式。 为推进专业人才
校企共育，“碧桂园集团设置校
企共同办学理事会，理事长就是
碧桂园集团董事局副主席杨惠
妍，企业在人才培养上有更多话
语权，从而使专业人才培养更符
合企业实际需求。 ”

据刘惠坚介绍，三年的学习
时间中， 前三个学期， 也即用 1
年半时间，着重培养专业岗位所
需的知识技能，第四个学期开始
对学生进行专业岗位分流培养，

根据细分岗位设置课程包，聚焦
细化岗位技术业务能力，深化岗
位知识和能力训练。

最后一年，在分流强化基础
上，确定学生的岗位职务，与企
业联手制定岗位职务培养标准
和培养方案，配备 1 带 1 或 1 带
2 的企业导师， 实施为期一年的
“专业岗位职务能力” 企业实践
教学培养过程。“这样培养出来
的学生，岗位职务能力强，符合
企业精准需求，深受企业欢迎。 ”

六成学生月薪比本科生高
千元，部分月薪破万

经过三年的学习，2017 年 7
月 1日，学院首届学生正式毕业。
首届毕业生共 290 人， 分别来自

建筑工程技术、工程造价、酒店管
理、物业管理等四大专业。

据刘惠坚介绍， 四个专业的
290 名毕业生， 就业率 99.7%，就
业对口率 93.5%， 平均月薪 3873
元。 特别是，占毕业生总数 62%的
179 位同学，在公开竞聘中，获得
了施工技术主管、项目副经理、主
管级管家等基层管理干部岗位和
技术骨干岗位， 平均月薪 4835
元，其中，11人月薪突破万元。

2017 年初，广东省教育厅发
布的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
报告显示，2016 年广东省高校毕
业生平均初次就业月薪为 3393
元，其中本科生平均月薪为 3726
元。 可见，碧桂园职院首届毕业
生的平均薪酬已经超过广东本
科生，逾六成毕业生的平均月薪

甚至比本科生高 1109 元。
对于这些毕业的学子，作为

学校创办人，杨国强在毕业典礼
上勉励他们：“这个世界在乎的
是你的努力和创造力。 大家不要
因为是职业学院出来的就自卑。
你们就算考上了重点大学又怎
么样， 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成才
呢？ 不见得读了名校就会怎么
样，不是的。 学校只不过是人生
很短的一个阶段， 能代表什么
呢， 接下来要用成就来说话，就
是这样简单。 ”

“曾经路口迷茫的少年，如今
广东碧桂园职业学院的学子长大
了。在未来的日子，我们将秉承杨
国强叔叔的大爱精神，坚守信念，
不忘初心，心怀感恩，报效祖国。 ”
黄道境代表毕业生表示。 （王勇）

“全国校园文明上网”征文活动在京启动
� � 2017 年 6 月 29 日， 为倡导
文明上网， 中国网文明中华频
道、公益中国频道等联合开展的

“全国校园文明上网” 征文活动
在北京举行。

中国网文明中华频道总编
辑、公益中国频道总编辑吴仕鹏
介绍说，此次征文活动分为小学
组、初中组、高中组和大学组共

四个级别开展，征集时间从即日
起到今年 12 月 31 日截止，征文
活动分别设特等奖 1 名、一等奖
2 名、二等奖 5 名、三等奖 10 名
以及若干优秀奖。

吴仕鹏在致辞时强调，国家
层面的网络安全需要来自网信
企业及广大网民的积极响应和
自觉规范网上网下行为。 他建议

以平台为基础的网信企业从创
业初期就必须拥有足够的网络
安全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应自觉
做到净化网络空间，向用户和广
大网民提供真实、正面、积极向
上的内容信息，拒绝发布虚假信
息以及网络欺诈；广大青少年学
生也应该文明上网、 理性上网，
对模糊不清、来源不明的网络信
息应谨慎对待， 自觉做到不信
谣、不传谣。 他表示，在网络高度
发达的时代，广大未成年学生对
海量的信息没法进行有效的筛
选和辨别，需要老师、家长和社
会一道为给他们建立起防火墙。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
部长李北海在发言时指出:“总书
记的讲话非常重要， 讲得很深
刻、很全面，有的是高屋建瓴、有
的是语重心长。 我觉得总书记的
讲话为我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的网络事业前进方向指明了
道路。 所以我认为，开展这样的
活动是非常有意义的，现在的孩
子接受事物非常快，活动不仅仅
会影响学校学生，还影响了整个
社会； 如果有全社会的共同努

力，有我们 7 亿多网民，在党中
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我们从自
身做起，为我们的青少年学生的
文明上网、上文明网作出不遗余
力的努力。 ”

民政部原副部长、中国老龄
事业发展基金会理事长李宝库
在致辞时表示：“网络方便了我
们的和工作，对政府来讲，更有
利于使我们的工作提高效率，使
我们的工作更加透明，塑造气正
风清的政府管理新局面； 因此，
网络应该发展、应该支持，应该
更加有力地促进它能够更好发
展。 如果在全国校园中大力提倡
文明上网，必将影响一大批青少
年，并影响他们一生，使他们成
长为品德高尚的君子，成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优秀人
才。 ”

文化部原副部长潘震宙在
讲话中指出，全国校园文明上网
征文活动如果能够普遍地开展
起来，不仅有利于真正为青少年
营造一个天蓝气清的网络空间、
一个良好的网络生态环境，而且
对保障青少年快乐的健康的全

面的发展成长，对下一代具有非
常重要的长远的意义。

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程路
表示，互联网的发展要以强国为
目的，同时，互联网的发展要以
法律和公共秩序为基础，任何人
都没有特权来逾越。 因此，互联
网应将正能量传递给青少年，让
青少年在文明上网过程中健康
地成长。

“全国校园文明上网征文活
动”暨公益中国《帅歌公益》栏目
上线的启动，得到了各相关方面
的大力支持。 中共中央直属机关
工作委员会原副书记贾祥，中共
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李北
海，民政部原副部长、中国老龄
事业发展基金会理事长李宝库，
文化部原副部长潘震宙，全国工
商联原副主席程路，中共中央宣
传部原办公厅主任薛启亮，中国
网文明中华频道总编辑、公益中
国频道总编辑吴仕鹏等领导以
及帅歌集团董事长率为宝等来
自全国各行业的企业代表和数
十家新闻媒体出席了启动仪式。

（李庆）

毕业典礼上，毕业生代表向杨国强赠送礼物，表达感恩之情

碧桂园职教扶贫结硕果
首届毕业生薪酬超本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