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食品学院 2021届毕业生就业攻坚行动奖励办法 

 

按照《2021年广东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十大行动方案》，结

合我校就业工作要求，我院 2021届毕业生去向落实率 8月底需达到

90%以上，有就业意愿的建档立卡贫困家庭高校毕业生 100%实现就

业。为帮助我院 2021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尽早实现就业，动员广大

教师和校友主动关心就业工作，学院特设定就业攻坚行动专项奖励

金，用于奖励对就业工作作出突出贡献的辅导员、班主任、导师、

专业教师。评奖办法如下： 

一、评奖对象 

食品学院全体教职员工 

二、评奖期限 

本办法发布之日起至 2021年 8月 31日 

三、奖励类别与条件 

（一）就业推动奖 

1.对于提供就业信息并最终录用毕业生的，每录用且落实 1人

就业奖励该教师 200元，上限为 1000元。录用情况以企业提供的名

单或者是企业方发的录用 offer为凭证，落实情况以纳入就业统计

为准。 

2.对于提供科研助理岗位，录用并落实未就业毕业生的，每落

实 1人奖励该教师 1000元。 

（二）班级争先奖 

对推动本科生班级就业做出具体、实际、有效工作的本科生班

主任给予奖励。以 8月 31日为统计时间节点，对班级落实率有明显

提升的，给予分类奖励： 



1.对于 8月 31日班级毕业生落实率达到（或超过）90%，给予

班主任每人 500元奖励； 

2.对于 8月 31日班级毕业生落实率达到（或超过）95%，给予

班主任每人 1000元奖励； 

3.对于 8月 31日班级毕业生落实率达到 100%，给予班主任每

人 1500元奖励。 

四、相关说明 

1.所提供就业信息（相同的就业信息只认定第一时间提供者）

均由负责学生工作的副书记经手，即将就业信息报给副书记，由副

书记落实辅导员发布、动员、衔接、跟进管理并掌握具体数据。具

体推动就业的相关资讯以书面形式、“短信息”形式报负责就业辅

导员统计，经学院党委副书记审核并公布，营造良好的“全员推动

就业”的氛围。 

2.班主任如针对本班毕业生提供就业信息或科研助理岗位等就

业推动工作，按照“班级争先奖”条款进行奖励；如是针对对其他

本科生班级毕业生或毕业研究生，按照“就业推动奖”条款进行奖

励。 

3.落实毕业生为本办法发布日公布未落实且未获得 OFFER毕业

生（见附件 2）。此后的就业工作对象以此类推。通过自身招考等

方式被录用、落实毕业去向的情况，不列入就业奖励统计范围。 

4.毕业生落实率统计动态进行中，除了落实学生（分子）情况

变化，毕业学生（分母）因为延期毕业学生取得毕业资格也在变化。

毕业生落实率统计口径以学生录入省就业信息系统并通过省里审核

为准。 



附件 1:食品学院本科毕业生各班毕业生去向落实率（截止

2021年 6月 28日） 

附件 2:食品学院未落实毕业去向学生名单 

 

中共华南农业大学食品学委员会       华南农业大学食品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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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食品学院 2021 届本科毕业生各班落实率（2021 年 6月 28 日） 

班级 班主任 
总人

数 
已落实人数 总落实率 628省分母 

省分

母内

落实

人数 

省系统

计算落

实率 

包工 1班 范小平  24 17 70.83% 22 17 77.27% 

包工 2班 岳淑丽 21 18 85.71% 20 18 90.00% 

生工 1班 魏韬 31 21 67.74% 28 21 75.00% 

生工 2班 郑倩望 26 19 73.08% 21 16 76.19% 

生工 3班 陈忠正 28 23 82.14% 26 22 84.62% 

食安 1班 李向梅 30 22 73.33% 29 21 72.41% 

食安 2班 刘晓娟 29 24 82.76% 24 22 91.67% 

食安 3班 林捷 31 21 67.74% 28 20 71.43% 

食安 4班 罗林 31 21 67.74% 27 19 70.37% 

食安 5班 唐诗潮 32 20 62.50% 32 20 62.50% 

食工 1班 钟武杰 30 23 76.67% 27 22 81.48% 

食工 2班 韦晓群 31 22 70.97% 28 21 75.00% 

食工 3班 罗树灿 35 23 65.71% 32 23 71.88% 

食工 4班 黎攀 29 26 89.66% 27 25 92.59% 

食工 5班 黄怀宇 29 20 68.97% 27 20 74.07% 

食工国际 罗卿心 9 7 77.78% 6 5 83.33% 

 

 

 

 

 

 

 

 

 



附件 2： 

食品学院 2021 届未落实毕业去向本科生名单（2021 年 6 月 28 日） 

序号 班级 姓名 类别 现状 
班主任/导

师 

1 

包工 1

班 

刘方宁 本科生 考研 

范小平 

2 罗芝滢 本科生 留学申请 

3 洪怡 本科生 考公 

4 何健良 本科生 有 offer，等待签约 

5 黄绮雯 本科生 正在求职 

6 包工 2

班 

钟浩 本科生 正在求职 
岳淑丽 

7 吴术良 本科生 正在求职 

8 

生工 1

班 

庄培龙 本科生 考研 

魏韬 

9 韩文锋 本科生 考研 

10 陈恭瑞 本科生 考研 

11 洪伟国 本科生 考研 

12 陈钊敏 本科生 考研 

13 符丽花 本科生 考研 

14 陈晓丽 本科生 正在求职 

15 

生工 2

班 

常盈 本科生 考研 

郑倩望 

16 陈宗濠 本科生 暂无求职意愿 

17 江敬言 本科生 考研 

18 蔡友丰 本科生 考研 

19 庄景裕 本科生 考研 

20 

生工 3

班 

刘逸广 本科生 考研 

陈忠正 
21 廖晓鹏 本科生 考研 

22 冯瑞珍 本科生 考研 

23 赖义彬 本科生 考研 

24 

食安 1

班 

张丹 本科生 考研 

李向梅 

25 江梦婷 本科生 考研 

26 黄瑜 本科生 考公 

27 李后萍 本科生 考研 

28 魏家泰 本科生 考研 

29 骆俊勇 本科生 考公 

30 杨莲珠 本科生 考公 

31 沈苑宁 本科生 三支一扶，等待签约 

32 食安 2

班 

罗少丽 本科生 考公 
刘晓娟 

33 王薇 本科生 正在求职 

34 

食安 3

班 

黄媛 本科生 考研 

林捷 

35 罗夏媛 本科生 正在求职 

36 李锟秋 本科生 正在求职 

37 辜妙璇 本科生 正在求职 

38 黎嘉淇 本科生 正在求职 



39 刘金秀 本科生 有 offer，等待签约 

40 吴思瀚 本科生 正在求职 

41 吴昀 本科生 有 offer，等待签约 

42 

食安 4

班 

张敏玲 本科生 有 offer，等待签约 

罗林 

43 吴莲芳 本科生 考公 

44 黄俊霖 本科生 考研 

45 黄昱 本科生 考研 

46 王俊枫 本科生 正在求职 

47 丁晓莉 本科生 正在求职 

48 张佳慧 本科生 考公 

49 黄昇逸 本科生 正在求职 

50 

食安 5

班 

陈琳琳 本科生 考研 

唐诗潮 

51 陈导道 本科生 考研 

52 陈锦标 本科生 考研 

53 黄钰茹 本科生 考研 

54 杨晓倩 本科生 考研 

55 许丽华 本科生 有 offer，等待签约 

56 徐慧坤 本科生 正在求职 

57 梁焕馨 本科生 正在求职 

58 许蓓 本科生 正在求职 

59 李镓彤 本科生 留学申请 

60 江燕锋 本科生 考公 

61 李少吟 本科生 正在求职 

62 

食工 1

班 

周映彤 本科生 考公 

钟武杰 

63 袁羡云 本科生 考研 

64 游晓华 本科生 正在求职 

65 许洁莹 本科生 考公 

66 李沛 本科生 考研 

67 

食工 2

班 

吴茂林 本科生 正在求职 

韦晓群 

68 陈秋莹 本科生 正在求职 

69 单惠芬 本科生 正在求职 

70 潘楚霖 本科生 有 offer，等待签约 

71 罗洁茹 本科生 考研 

72 曹梦圆 本科生 考公 

73 杨帆 本科生 有 offer，等待签约 

74 

食工 3

班 

陈汇宗 本科生 选调生，等待签约 

罗树灿 

75 莫焱焱 本科生 考公 

76 吴卓筠 本科生 留学申请 

77 王铎琪 本科生 考研 

78 张晓缘 本科生 有 offer，签约中 

79 母健圻 本科生 考研 

80 李淑婷 本科生 考研 

81 邓樾 本科生 正在求职 



82 李紫瑜 本科生 正在求职 

83 食工 4

班 

叶永瀚 本科生 正在求职 
黎攀 

84 杨帆 本科生 考公 

85 

食工 5

班 

张修源 本科生 考研 

黄怀宇 

86 吴佩怡 本科生 有 offer，签约中 

87 曹文静 本科生 考研 

88 祁韵清 本科生 考研 

89 童瑜 本科生 考研 

90 麦沛斌 本科生 考研 

91 陈靖昆 本科生 正在求职 

92 
食工国

际班 
李楚涵 本科生 考公 罗卿心 

      

 

 

食品学院 2021 届未落实毕业去向研究生名单（2021 年 6 月 28 日） 

序号 班级 姓名 落实情况 班主任/导师 

1 硕士 2 班 阚启鑫 已拿到 offer，未签约 曹庸 

2 硕士 4 班 李一峰 已拿到 offer，未签约 曹庸 

3 硕士 3 班 张依玲 已拿到 offer，未签约 陈佩 

4 硕士 3 班 陶晓琪 正在面试 陈佩 

5 硕士 4 班 汤运洲 正在备考 陈运娇 

6 硕士 2 班 马雯慧 正在面试 陈忠正 

7 硕士 4 班 陆思名 正在备考 杜冰 

8 硕士 4 班 林良静 正在备考 高向阳 

9 硕士 4 班 陈秋映 正在面试 高向阳 

10 硕士 2 班 李瑞容 正在备考 郭丽琼 

11 硕士 3 班 萧奕童 正在面试 胡卓炎 

12 硕士 3 班 曾悦 正在备考 蹇华丽 

13 硕士 2 班 王南南 正在面试 解新安 

14 硕士 2 班 祁嘉仪 已拿到 offer，未签约 李斌 

15 硕士 4 班 郑佳纯 正在备考 李璐 

16 硕士 2 班 李孔会 正在备考 李璐 

17 硕士 4 班 王靖蕊 正在面试 李雁 

18 硕士 3 班 邓思怡 正在备考 林捷 

19 硕士 2 班 余晓盈 正在备考 林俊芳 

20 硕士 2 班 胡安阳 正在面试 吕建秋 

21 硕士 4 班 文华枢 正在面试 莫美华 

22 硕士 1 班 谢美婵 正在备考 沈玉栋 

23 硕士 1 班 王蕊 正在备考 宋贤良 

24 硕士 3 班 谢家文 正在备考 宋贤良 

25 硕士 1 班 朱琳 待业 孙远明 



26 硕士 2 班 向诚 正在备考 田兴国 

27 硕士 2 班 岑俏媛 待业 田兴国 

28 硕士 1 班 吴广培 正在备考 王弘 

29 硕士 2 班 赖亮民 正在备考 王杰 

30 硕士 1 班 陈健文 正在备考 王洁 

31 硕士 2 班 梁慧君 正在备考 王丽 

32 硕士 3 班 刘鸿婷 待业 韦晓群 

33 硕士 3 班 周瑶林 正在备考 韦晓群 

34 硕士 1 班 李豫 正在面试 吴清平 

35 硕士 4 班 周悦 待业 吴雪辉 

36 硕士 2 班 赵梓军 准备签证等事宜 肖杰 

37 硕士 4 班 蔡济洋 正在备考 肖杰 

38 硕士 1 班 张明星 正在备考 徐雪锋 

39 硕士 1 班 吴会玲 正在面试 徐振林 

40 硕士 1 班 吴卓裕 正在备考 徐振林 

41 硕士 1 班 梁植雯 待业 徐振林 

42 硕士 1 班 游邦彦 正在备考 杨瑞丽 

43 硕士 4 班 于佳雯 待业 杨瑞丽 

44 硕士 1 班 苏淑芬 已拿到 offer，未签约 叶盛英 

45 硕士 1 班 黎耀元 正在备考 叶盛英 

46 硕士 3 班 赵逸 正在备考 叶志伟 

47 硕士 4 班 苏君梅 已拿到 offer，未签约 张名位 

48 硕士 3 班 宁慧男 正在备考 张钦发 

49 硕士 3 班 胡佳慧 已拿到 offer，未签约 郑华 

50 硕士 2 班 黄诗诗 已拿到 offer，未签约 郑倩望 

51 硕士 2 班 陈松 已拿到 offer，未签约 钟青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