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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 南 省 教 育 厅
湖 南 日 报 社

关于公布全省普通高等学校就业创业
理论研究征文活动获奖名单的通知

各普通高等学校：

根据《关于开展全省普通高等学校就业创业理论研究征文活动

的通知》要求，湖南省教育厅联合湖南日报社组织开展了全省普通

高校就业创业理论研究征文活动。经学校报送、专家评审、公示，

评选出大学生就业研究类论文特等奖 4篇，一等奖 10篇，二等奖 13
篇，三等奖 22篇；大学生创新创业研究类论文特等奖 4 篇，一等奖

6篇，二等奖 8篇，三等奖 13篇（名单见附件），现予以通报。

希望各获奖教师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充分发挥好示范带头

作用，为推进我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做出新贡献。

附件：1.全省普通高等学校就业创业理论研究征文活动获奖

名单（大学生就业研究类）

2.全省普通高等学校就业创业理论研究征文活动获奖

名单（大学生创新创业研究类）

湖南省教育厅

湖 南 日 报 社

2022年 11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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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全省普通高等学校就业创业理论研究征文活动获奖名单
（大学生就业研究类）

序号 征文名称 学 校 作者姓名 奖 项

1 优化就业服务体系推进湖南高校毕业生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黎敏、曾晓峰 特等奖

2 家校政企协同全链条打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堵点” 湖南女子学院 莫文斌 特等奖

3 把握好高校毕业生就业规律，助力湖南人才强省战略实现 湖南女子学院 屈振辉 特等奖

4 立足“四个维度”让在长高校毕业生本地“好就业”“就好业” 长沙卫生职业学院 王益兰、赵聪 特等奖

6 坚持六轮驱动，深化访企拓岗，助力毕业生高质量就业 湖南科技大学 唐亚阳 一等奖

5 把握三大硬核逻辑，推进高质量就业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曾万里、吴文平 一等奖

7 以“五大着力点”深化本科生就业导师制 湖南师范大学 周劲松 一等奖

8 紧扣三个着力点，提升就业服务水平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高其胜 一等奖

9 “后疫情时代”下把握大学生就业工作三个维度 湖南大学 颜亮、杨柳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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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征文名称 学 校 作者姓名 奖 项

10 加强专业认同感坚定扎根乡村教育 湘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邓碧琳 一等奖

11 疫情常态化下高职创业型工匠人才的就业四策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唐菁玲 一等奖

12 构建就业指导“四梁八柱”体系助力高职生实现及时就业 湖南高尔夫旅游职业学院 罗浩、康潇珊 一等奖

13 “五个聚焦”推动高校就业育人工作见行见效 中南大学 徐赞、连选 一等奖

14 分流培养模式下地方本科院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路径探析 怀化学院
杨绍勇、黄小波、

吴兮
一等奖

15 促进职教学生乡村就业创业，实现乡村振兴与职业教育双利双赢 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周爱民 二等奖

16 轨道交通类高职院校顶岗实习管理问题及对策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张莉莉、陈洁 二等奖

17 以系统思维推进高校“招培就创”一体化改革 湖南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熊勇 二等奖

18 构建“四全”就业指导体系，助力毕业生高质量就业 长沙理工大学 何涛、唐青 二等奖

19 云就业背景下提高高校毕业生面试成功率的路径研究 长沙卫生职业学院 刘希慧 二等奖

20 数字化赋能就业教育与服务激发轨道交通行业人才活力 湖南高速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姚方元、廖一霖 二等奖

21 新形势下高职毕业生稳就业对策研究与实践 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喻爱和、熊梓余、

王滔
二等奖

22 建强“数智化”供需平台助力企业人才双向奔赴 湖南高速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邓明明、王海军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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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征文名称 学 校 作者姓名 奖 项

23 “三立三助”模式下高校就业指导课程的教学创新 怀化学院 颜晓芳 二等奖

24 促进高校毕业生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衡阳师范学院 邓明智 二等奖

25 职有所育，职有优育——推动高质量就业职教服务“三高四新”政策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刘怡 二等奖

26 家校企协同纾解大学生“慢就业”困境 湖南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李刚、周妙 二等奖

27 铆实校企合作链条力促就业岗位精准对接 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吴维 二等奖

28 深化工科人才培养改革，保障大学生就业与职业发展 长沙理工大学 孔伟红、聂静 三等奖

29 打造合意课堂，提升就业教育获得感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杨雪菲 三等奖

30 四维多驱，破解高校毕业生“慢就业”现象 邵阳学院 张倩 三等奖

31 打造“就业定制”服务模式，助力后疫情时期高校毕业生稳就业 湖南师范大学 张杜豆 三等奖

32 将核工业精神融入大学生就业教育中 南华大学 马军、曾永艳 三等奖

33 “慢就业”现象下大学生如何跑出就业“加速度” 湖南理工职业技术学院 赵奇、贺旑琳 三等奖

34 地方发力，促进大学生就业上台阶——基于深圳、宁波等先进城

市实践的启示
湘潭大学兴湘学院

田小文、贺家欣、

黄勇军
三等奖

35 实施“五个一”提升就业育人实效 南华大学
孙美兰、刘振中、

付孝泉、王颖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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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征文名称 学 校 作者姓名 奖 项

36 大学生就业之“起、承、转、合”简论 长沙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周曦 三等奖

37 教育引导毕业生在基础行业中建功立业 长沙理工大学 曹瑛 三等奖

38 讲明就业形势“稳”的总基调筑牢高校毕业生及时就业信心 湖南高尔夫旅游职业学院 陈巨红、罗浩 三等奖

39 协同多元路径，培育大学生正确的职业价值观 中南大学 姬欣欣 三等奖

40 构建生涯团体辅导课程体系提升就业指导效能 中南大学 黄亚、常秋碧 三等奖

41 校企携手现代学徒制，供需源头对接铺好“就业路”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汤迪娟 三等奖

42 深耕“一亩三分地”，种好就业“责任田”，努力促进毕业生更加充分

更高质量就业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陈恒 三等奖

43 疫情背景下高校就业工作几种矛盾关系处理探索 怀化学院 刘旭林 三等奖

44 理性看待“一步到位”，社会实践助推大学生就业 中南大学 郑强伟、孙瀚 三等奖

45 高校教师与学生在校期间组建工作室对大学生就业率的提升研究 郴州职业技术学院 王思懿 三等奖

46 全国高校毕业生突破千万背景下大学生就业精准帮扶对策研究 湖南有色金属职业技术学院 龙敦鹏、余雄伟 三等奖

47 以“导师制”为依托，为高质量就业插上腾飞的翅膀 湘南学院 邹友 三等奖

48 专就、专创+思政深度融合，健全大学生就业创业育人体系 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洪俐 三等奖

49 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大学生就业困境及对策研究 湖南高速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梁晶、黄鹂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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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全省普通高等学校就业创业理论研究征文活动获奖名单
（大学生创新创业研究类）

序号 征文名称 学校 作者姓名 奖项

1 新时代高校劳动教育和创新创业教育融合路径构建研究 湖南科技大学 刘辉亚 特等奖

2 高校“农创客”培育：议题生成及现实进路 湖南科技学院 赵荣生 特等奖

3 以厚植“大国三农”创业情怀为目标打造“五位一体”双创教育课程体

系
湖南农业大学

岳柳、张胜利、

杨思
特等奖

4 高校创业孵化基地建设管理的五个关键问题 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韩燕平 特等奖

5 乐享银龄 智慧助老

——高职智慧养老专业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益阳职业技术学院 许艳 一等奖

6 护理本科生创新能力的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长沙医学院 王冬华 一等奖

7 对大学生创业实践能力培养的几点思考 长沙师范学院 陈勇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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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征文名称 学校 作者姓名 奖项

8 产学研用创联动 提高职业教育适应性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李浩平 一等奖

9 构建创新创业育人体系赋能高职创新创业教育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姜华斌 一等奖

10 筑“城”建“市”，大学应以创新创业教育为发展赋能 湖南科技大学 李友桥、刘东海 一等奖

11 助推高职双创教育改革创新的路径探析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赵绚丽 二等奖

12 多元化综合实践教学模式，打通医学专业创业就业体系 长沙医学院 曾令红 二等奖

13 劳创并举：高校劳动教育何以融入创新创业教育 湖南科技大学 雷茜 二等奖

14 创新创业教育呼唤高职院校强化科研工作 湖南都市职业学院
黄沄涛、黄勇华、

陈乐
二等奖

15 立德树人导向的社会创业教育生态系统研究 湖南大学
汪忠、吴洪江、

田彩红
二等奖

16 构建专思创融合混合式教学模式，提升创新创业能力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黄德斌 二等奖

17 双高计划背景下“双原则 三维度”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研究与实践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唐丽 二等奖

18 “匠心铸魂、产教融合” 打造“五方融合”双创人才培养体系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郑佩其、秦硕 二等奖

19 高校“1+x”专创融合创新创业虚拟教研室改革的“四个聚焦”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吴轩辕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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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征文名称 学校 作者姓名 奖项

20 充分发挥优秀传统文化在创新创业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湖南高尔夫旅游职业学院 陈嘉嘉 三等奖

21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多措并举提升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夏利波 三等奖

22 以高校共青团工作机制创新提升大学生创新创业质量 湖南大学 杨晶、李金楠 三等奖

23 创新创业大赛视角下高职院校学生就业能力提升策略研究 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赵勍 三等奖

24 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深度融合助推大学生创新创业发展 湖南有色金属职业技术学院 朱洁、杨萍 三等奖

25 乡村振兴视野下的信息学科学生创新创业实践路径 湘潭大学 檀朝桂、王彬 三等奖

26 常态疫情防控下应用型地方高校学生创新创业思维培养探究 湖南文理学院 胡文玮 三等奖

27 构建“233”导师矩阵，全方位推进大学生创新创业工作 郴州职业技术学院 刘建高、宾敏 三等奖

28 “一体两翼”促创新创业，“四支”乡村构振兴业态 湖南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杨燕 三等奖

29 校企深度融合赋能创新创业教育实践 全面提升科技人才服务社会

发展能力
湘潭大学 张模蕴、张月朗 三等奖

30 高职跨专业创新型技能人才培养举措的探讨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许文斌、沈宇峰 三等奖

31 基于课程思政背景下的创新创业教育改革路径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邓雄峰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