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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工 情 况 
学生工作部制     2020 年第二期（总第 52 期）    2020 年 6 月 19 日 

 
 

【本 期 导 读】  
 

 5-6 月宿舍检查情况汇总 

 就业工作情况通报 

 近期招聘会组织情况通报 

一、5-6月宿舍检查情况汇总 

5-6 月对返校学生宿舍进行了 100%排查。宿舍内整体情况较好，未发现使用

违规大功率电器；存在较为突出的问题是消毒记录不完整。 

5月共检查出：室内卫生干净整洁宿舍 2间，室内卫生较差宿舍 3间，室内

空气不良宿舍 6间，烟头较多宿舍 2间，消毒记录未达标宿舍 18 间。 

6月共检查出：室内卫生干净整洁的宿舍 8间，卫生较差宿舍 5间，卫生极

差宿舍 1间，室内空气不良宿舍 2间，烟头较多宿舍 5间，消毒记录未达标宿舍

15间。 

宿舍检查情况汇总表 

时间 二级学院 宿舍号 辅导员 类型 具体情况 

5 月 

机电学院 

G10-152 

沈蔚 

表扬 - 

G10-746 批评 通风不良 

G10-760 批评 通风不良 

G5-141 

李丹 

批评 
卫生较差、垃圾堆积、烟头较多、消毒记录

未达标 

G10-777 批评 卫生较差、通风不良 

管理学院 

G14-617（混合） 

王琳 

批评 消毒记录未达标 

经贸学院 黄梅 

G14-943 批评 消毒记录未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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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二级学院 宿舍号 辅导员 类型 具体情况 

5 月 

艺术学院 

G10-232 

宋姝婧 

批评 卫生较差、通风不良 

G10-239 批评 消毒记录未达标 

G10-230 批评 消毒记录未达标 

土木学院 

G10-161 

万艳秋 

表扬 - 

G5-642 批评 消毒记录未达标 

G10-179 批评 通风不良 

G10-181 批评 通风不良 

G14-120 批评 消毒记录未达标 

G5-622 批评 消毒记录未达标 

G5-632 批评 消毒记录未达标 

G5-361（混合） 

批评 

消毒记录未达标 

安娜 

批评 

G10-332 批评 消毒记录未达标 

G10-336 批评 烟头较多 

G5-362 批评 消毒记录未达标 

G10-337 批评 消毒记录未达标 

G10-341 批评 消毒记录未达标 

G14-105 批评 消毒记录未达标 

G5-311 批评 消毒记录未达标 

G5-341 批评 消毒记录未达标 

6 月 

机电学院 

G10-150 

沈蔚 

批评 烟头较多、消毒记录未达标 

G10-746 批评 卫生较差、通风不良 

G10-148 批评 消毒记录未达标 

G10-152 批评 消毒记录未达标 

G10-777 李丹 批评 卫生较差、通风不良 

艺术学院 

G1-641 

宋姝婧 

表扬 - 

G14-224 表扬 - 

G14-218 批评 消毒记录未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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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二级学院 宿舍号 辅导员 类型 具体情况 

6 月 

艺术学院 
G14-223 

宋姝婧 
批评 消毒记录未达标 

G10-232 批评 卫生较差、烟头较多 

土木学院 

G5-622 

万艳秋 

表扬 - 

G5-632 表扬 - 

G5-642 表扬 - 

G5-652 表扬 - 

G10-161 批评 消毒记录未达标 

G10-175 批评 消毒记录未达标 

G5-651 批评 卫生较差、消毒记录未达标 

G5-361 
批评 

消毒记录未达标 

安娜 

批评 

G10-332 表扬 - 

G5-362 表扬 - 

G5-341 批评 消毒记录未达标 

G10-337 批评 消毒记录未达标 

G5-311 批评 卫生极差、烟头较多 

G5-361 批评 卫生较差、消毒记录未达标 

G5-341 批评 烟头较多、消毒记录未达标 

G10-336 批评 烟头较多 

G10-341 批评 消毒记录未达标 

请各二级学院及时整改，并提交书面处理意见，报宿舍管理中心备案。  

二、就业工作情况通报 

时间 二级学院 预期就业率 实际就业率 对比 类型 

第一周 6月 1日 

至 

6 月 7 日 

建筑学院 52.84% 49.77% ↓3.07% - 

土木学院 59.50% 53.33% ↓6.17% - 

经贸学院 54.75% 27.79% ↓26.96% 批评 

机电学院 49.30% 46.26% ↓3.04% 批评 

管理学院 45.40% 50.10% ↑4.70% 重点表扬 

艺术学院 63.67% 68.22% ↑4.55% 重点表扬 

学院就业率 4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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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二级学院 预期就业率 实际就业率 对比 类型 

第二周 

6 月 8 日 

至 

6 月 14日 

建筑学院 60.68% 63.47% ↑2.79% 重点表扬 

土木学院 66.00% 61.78% ↓4.22% - 

经贸学院 62.20% 41.13% ↓21.07% 批评 

机电学院 57.85% 54.13% ↓3.72% 批评 

管理学院 54.72% 60.00% ↑5.28% 重点表扬 

艺术学院 69.34% 78.81% ↑9.47% 重点表扬 

学院就业率 57.01% 

注：表扬为：实际就业率高于预期就业率或实际就业率高于学院平均就业率；重点表扬为：
实际就业率高于预期就业率且高于学院平均就业率。 

批评为：实际就业率低于预期就业率且实际就业率低于学院平均就业率。  

三、 近期招聘会组织情况通报 
 

单位 
招聘 

岗位数 
招聘时间 招聘专业 

招聘 

人数 

线下 

参会人数 

线上 

参会人数 

简历

收取 
类型 

陕西森木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8 

6月 10日       

10:00 

给水排水工程 3 2 15 2 批评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4 0 18 7 重点表扬 自动化 

建筑电气及其智能化 

会计 1 7 21 7 重点表扬 

日照钢铁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110 

6月 11日          

10:00 

机械电子工程 20 3 0 3 重点批评 

汉语言文学 10 1 0 1 重点批评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 10 0 0 0 重点批评 

给水排水工程 5 0 15 0 批评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0 1 18 1 重点批评 

材料科学与工程 20 3 0 3 重点批评 

机械设计及其自动化 20 5 0 5 重点批评 

会计 5 0 21 0 批评 

陕西建工第九

集团有限公司 
不限 

6月 17日        

10:00 

工程管理 10 8 15 4 批评 

土木工程 20 3 16 2 重点批评 

会计 5 9 21 4 批评 

注：表扬的为：简历收取数量大于招聘人数；重点表扬为：简历收取数量大于招聘人数且参
会人数大于招聘人数。 

批评为：简历收取数量小于招聘人数；重点批评为：简历收取数量小于招聘人数且参会人数
小于招聘人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