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阳市工业路天工牡丹园北院，三室二厅二卫，
对外出租。 有太阳能热水器、空调、洗衣机各一台，另
有整体厨房、三张床。

联系电话:15839987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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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职校随意安排与专业不相关的实习岗位

把学生当成廉价劳动力“出卖”给企业
“来一个学生一次性给学校 1200 元”

学机电工程的却被安
排去卖饮料，送一名学生去
企业“实习”能拿上千元“管
理费”……实习本是职业学
校技能人才培养的重要一
环，但记者调查发现，有的
职校随意安排与专业不相
关、 不相近的实习岗位，有
的职校把学生当成廉价劳
动力“出卖”给企业。

业内人士认为，应斩断
职校实习背后的利益链条，
防止“校企合作”成为“校企
交易”， 让学生实习回归教
学初衷。

实习岗位与所学专业毫不相干

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的
《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
定》明确要求，实习岗位应符
合专业培养目标要求， 与学
生所学专业对口或相近。

然而，近期，多名来自河
北渤海理工职业学院的学生
向记者反映， 他们被学校安
排到与专业毫不相干的实习
岗位。

该校 2017 级机电工程
系的一名学生说，7 月 17
日， 他被学校安排到北京欢
乐谷实习， 同学们有的在收
银，有的在售卖饮料，与所学
专业没有任何关系。

而该校 2017 级信息工
程系 200 多名学生则于 7 月
16 日被安排到北京大兴亦
庄经济开发区一家企业做客
服工作。 因在这里实习没有
工资、住宿条件较差，一些学

生不愿意，选择中途放弃。但
辅导员告知他们， 实习未满
16 周，会遭到“降年级”或警
告处理。

针对实习岗位与专业不
对口问题， 渤海理工职业学
院回应称， 学生目前只是在
欢乐谷体验、了解园区岗位。
不少学生则不认可校方的说
法， 认为校方组织的实习实
训与专业相脱离， 对提升所
学专业实践能力没有帮助。

像渤海理工职业学院学
生的实习遭遇并不鲜见。 记
者梳理发现， 不少微博备注
为职校学生的用户自曝有类
似实习经历。

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
板”今年 6 月以来就有 40 多
条关于职校实习不对口等问
题投诉，涉及山东、四川、云
南、陕西等地多所职校。

输出“学生工”收取“管理费”

近年来，教育部及多地教育主
管部门三令五申，严禁各地各校借
学生实习与实习单位、劳务中介机
构之间进行利益输送， 收取劳务
费、中介费。但记者调查发现，一些
职校仍向企业或劳务中介机构输
出“学生工”，收取名为“管理费”的
提成。

河南许昌职业技术学院信息
工程学院 2018级学生张敏（化名）
介绍，6月份一结束课业， 他就与
400 多名同学被校方安排到纬创
资通（昆山）有限公司顶岗实习，工
作是在一条手机生产线上贴元件、
拧螺丝、清点、包装等。

纬创资通（昆山）有限公司多
名员工透露， 工厂每年会给一些
职业学校不菲的费用，招收“学生
工”。为了印证该员工的说法，记者
以“组织学生实习”名义，向该公司

“寻求合作”；该公司人事部门相关
负责人表示“学生专业不限”，企业

会支付管理费，“七八月份用工需
求多， 来一个学生一次性给学校
1200元。 ”

学院驻厂彭老师直言， 目前
的实习岗位在专业上的确学不到
什么知识技能，但国家有规定，职
业院校必须组织学生实习； 学校
已经把 6 个月实习期缩短至 3 个
月，不实习毕业会受影响。

职校学生还成为一些劳务中
介机构招工来源。“不是您给我们
中介费，是我们给您管理费，每生
每月保底给学校 800元。 ”当记者
以南京某职校相关负责人身份向
江苏嘉恩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咨询学生实习时， 对方孙姓经理
向记者推荐了仁宝视讯（昆山）电
子有限公司实习岗位。 孙经理说，
管理费随行就市， 要根据企业用
工需求、 学生具体构成等情况而
定，“男女比例、 年龄段等都是我
们和企业谈判的条件。 ”

谨防“校企合作”
沦为“校企交易”

业内人士认为， 一些职业
学校将学生随意送到一些与专
业无关的企业实习， 甚至以此
牟利， 这背离了职业教育的初
衷。 教育、人社等主管部门应加
大对职校实习的监管力度，斩断
职校实习背后的利益链条，防止

“校企合作”成为“校企交易”。
江苏省通州中等专业学校

副校长季春雷认为， 校方应为
学生提供充足选择机会， 例如
实习前组织招聘会、宣讲会，让
学生、家长、校方共同参与，筛
选与专业相关的实习岗位。 学
校不能把学生当成廉价劳动
力， 对于一些职校向劳务中介
机构或企业输送学生获利的行
为， 教育等主管部门要发现一
起、打击一起。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熊丙奇说，实习实训是职业教育
重要一环， 需要校方认真设计，
投入相应精力和经费，主管部门
要督查职校实习内容和效果。可
探索设立职校黑名单制度，将有
违规实习行为的职校列入黑名
单，每年招生时要对外公示。

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
王辉等认为，职校组织的实习是

“校企合作” 重要内容，“校企合
作”不应沦为“校企交易”；除了
教育等行业主管部门应加大监
管力度外，劳动监察部门也要加
强执法，保护实习学生的权益。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
员储朝晖表示， 职校学生实习
不对口问题频发， 也反映出一
些职校没能及时根据人才市场
需求调整专业设置。 要深化职
校举办管理体制改革， 赋予职
校更多自主权， 提高专业设置
与实习、就业岗位匹配度。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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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河乐苑农场大量
供应软籽石榴树、软籽石
榴树苗、苹果树、桃树、梨
树、冬枣树、枇杷树、山楂
树、树莓、柿子树等果树，
大叶女贞、 小叶女贞、凌
霄、花石榴、蔷薇、海棠、
楸树、梓树等苗木。

联系电话（微信）：
13782172996

苗木销售
● 南阳迅达亿通货运有限公司豫 RR1158 道路

运输证丢失，声明作废。
●南阳市卧龙区百里奚路新经典名烟名酒店营

业执照正副、本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南都晨报分类广告诚聘兼职业务员
20名，小区附近沿街门店经营者优先。

咨询电话：63505002

诚聘

出租

《南都晨报》系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公开发行的都市报，国内统一刊号：CN41-0104。 凡在本报刊登的遗失声明、公告等信息均具有法律效力。

△《南都晨报》全国统一刊号，刊发
遗失声明、公告等具有法律效力

△报社公众号、 微信平台同步播
发，影响大、效果好、收费低

△刊登广告方便、快捷，一个微信
（19837709171）即可

招聘
金阳光广告公司诚

聘以下人员: 车间操机人
员 1名，后期制作工 1名，
设计 1名； 年龄 18至 35
岁，男女不限。 管午饭，待
遇面议。公司地址:文化路
双桥 908号二楼

电话:63891555�����

诚聘
YOUR 高定礼服店是唐河首家

集婚纱礼服租赁、出售、婚礼跟妆等婚
庆一条龙服务为一体的高端私人订制
专业团队， 现诚聘高级销售顾问 10
名，高级妆造师 10名，工资面议，有销
售经验者优先录用。

联系电话：18317839931
� � � � � � � � � 15303777122

人民路南头有一单元房出售，六
楼顶层，121平方米，经典三室两厅，大
市房产证，出路好、价格优、可按揭。

联系电话：13503906183

售房

转让声明
南阳市靓丽出租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豫 RT0043

原车主毛志明（身份证号 412901197902262516）转让
给新车主吕建中（身份号 411303198308185531），特
此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