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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工程学院学生工作周报
管理工程学院大事件

一、 管理工程学院举行 2018 届毕业生文明离校动
员大会
为落实学校毕业生文明离校会议精神，6 月 14 日下午，管
理工程学院于二教阶 302 举办 2018 届毕业生文明离校动员大
会，党总支副书记于利俊，辅导员仝莉莉、邹佳欣、马小童、
陈永亮及 18 届毕业生骨干出席此次会议。会上，仝莉莉宣读
学院关于做好毕业生文明离校工作的通知。陈永亮就 2018 届
毕业生就业率做出汇报。马小童传达了学校关于世界杯观赛的
相关事项，希望毕业生做好表率作用。最后，于利俊就毕业生
安全文明离校工作提出八点希望，勉励毕业生用实际行动为母
校留下美好印象。

二、管理工程学院举行学生组织联系会
6 月 14 日下午，管理工程学院于二教 410 召开学生组织联
系会会议。党总支副书记于利俊，辅导员仝莉莉、邹佳欣、马小
童、陈永亮，院学生会正副主席、党总支助理员正副主任、就业
助理员正副主任、新闻中心正副主任、党建助理员正副主任出
席此次会议。会上，于利俊对各学生组织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予
以充分肯定，希望各组织之间要加强沟通交流，形成信息互通、
资源共享、互助协作的工作机制。于利俊对学生组织的各项工
作提出表扬并对学生组织提出八项要求，希望其能提高站位，
严以律己，固本强基，提高自身综合素质。

三、管理工程学院举办“学习新思想千万师生同上
一堂课”活动
为进一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精神，
6 月 15 日下午，管理工程学院于二教阶 303 举办“学
习新思想千万师生同上一堂课”活动。马克思学院副教
授刘会新，管理工程学院党总支副书记于利俊，辅导员
仝莉莉、邹佳欣、马小童，管理工程学院学生干部、学
生党员参加本次活动。会上，刘会新对习近平总书记于
北京大学的重要讲话内容做出讲解，围绕着“一个任
务”、“两个标准”、“三项基本工作”和“四点希
望”四个方面分享心得体会。最后，于利俊对活动做出
总结，勉励我院学子立足自身、积极思考，努力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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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小技巧
尽量体现机智、果敢和敬业

姓名

班级

工作单位

贾淼

工程141

青岛商企在线网络有限公司

汪杨

工程142

合肥京东方显示技术有限公司

项工作?”此题的回答应体现出面试者的诚恳、机

山东德林钢绳有限公司

智、果敢及敬业。如“作为应届毕业生，在工作经

张靖晨 工程142
魏建

工管141

“你是应届毕业生，缺乏经验，如何能胜任这

青岛小象净水科技有限公司

验方面的确会有所欠缺，因此在读书期间我一直利

李佩君 工管141

青岛福华纸品有限公司

林云智 工管141

青岛百万合工贸有限公司

用各种机会在这个行业里做兼职。我也发现，实际

谢宗春 工管141

青岛奥瑞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工作远比书本知识丰富、复杂。但我有较强的责任

刘洪梅 工管141

青岛奥瑞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张一鸣 工管141

青岛百万合工贸有限公司

心、适应能力和学习能力，而且比较勤奋，所以在

王晰

工管141

青岛福瀛建设集团

兼职中均能圆满完成各项工作，从中获取的经验也

王锟

国工141

北京市国家税务局

令我受益匪浅。请贵公司放心，学校所学及兼职的

申妍

国工141

青岛贝亚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肖岱

土地141

工作经验使我一定能胜任这个职位。”

青岛商企传媒有限公司

张玉珏 土地141

青岛百帝兴工贸有限公司

王彬宇 土地141
黎曦希 土地141

青岛福瀛建设集团
青岛吉通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梁柏鸿 土地141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新滘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张娜洋 造价141

青岛奥瑞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钱志华 造价142

青岛围智谷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艾博文 造价142

青岛世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本周检查结果

1.宿舍卫生检查结果
表扬：4#105、4#108、4#112、4#113、4#117、4#118、4#119、4#123、4#128、
4#134、4#206、4#208、4#209、A#513、A#537、A#602、A#620、A#630
通报：2#419、4#214、4#305、4#340、A#501、A#506、A#507、A#509、A#535、
A#539、A#543

2..早操&晚自习检查结果
日期

分数

班级以及出勤率

6.11

96

土地171、物流171、造价
173出勤率100%

6.12

97

工程171、信管171出勤率
100%,土地171出勤率89%

6.13

94

工管174出勤率100％，工
管171出勤率98%

6.15

95

造价171、造价172、工管
172出勤率100％

6.11

94

造价171、信管171、信管
172、工管173、工管174
出勤率100%

6.14

96

工程171、工程172、物流
171、物流172出勤率
100％

早操

晚自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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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毕业生访谈

短短四天的时间写出一篇 20 页左右的全英文文稿，可

乘风作翼，破路之棘

的努力去弥补那些缺陷，利用翻译软件，一遍遍地调整、

队中三人的英语都不突出，面临挑战的她们只能用加倍

田晓慧，中共预备党员，曾获全国大学生数学建

修改，四天不眠不休，与队友并肩作战，终于完成了比

模竞赛国家一等奖、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二等奖

赛。好在，结果是好的，一切努力都没有白费。回想起

(H 奖)、第六届山东省大学生数学竞赛一等奖、暑期

那些日子，她笑着说：
“虽然参加比赛的那些时间过得很

“三下乡”社会实践优秀调研报告校一等奖，曾被评

艰难，但现在回头看看却觉得无论如何那都是一份美好

为山东省优秀学生、2017 年青岛理工大学科技创新标

的回忆，在比赛中不仅学到了许多新的知识，更是收获

兵，曾获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2016 年 11 月

了坚定的友谊。”

参加“高教社杯”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的参赛论

谈起未来的规划，她觉得现在的自己还远远不够博

文《基于小区开放对道路通行影响的理论研究》被组

学，还没完全拥有应对工作中各种问题的能力，趁着自

委会评为优秀论文，并于《工程数学学报》公开发表。 己还年轻，继续深造或许是更好的选择。她总是那么地
积极向上，永远都在学习，在不停地前进。即将踏上新
现已成功保送至东北大学。
田晓慧是一个积极乐观，勤奋好学的女孩，对于

的旅程的她，心里有千句万句的叮咛想说与学弟学妹，

知识的学习拥有无限热情。她认为大学是一个可以尽

但她最想说：
“大学，是能让人不断成长的地方，是特别

情学习各类知识，不断锻炼提升自己的地方。作为一

特别宝贵的经历，在大学你可以尝试所有你想尝试的，

个学生，她始终将学习放在首位，三学年学习成绩均

所有你以前没想过的，或者是你以前做不到的，你都可

为专业第一。与此同时，她还自学各类知识，充分利用

以趁现在去做一做，因为失败了也不算输，可以爬起来

各项资源，不断充实自我。积极学习各种基础知识与

从头再来，我们还年轻。
”

技能，一次性通过英语四级、六级，计算机二级、三级

那些她走过的路，流过的汗，看过的风景，都在时

等考试。她说，
“学习永无止境，知识能够给我带来快

间的河流中沉淀，在斑驳的记忆中保存，成为了她最宝

乐与满足感。”对于她来说，优秀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 贵的东西。每个人对大学生活的定义和目标可能都是不
同的，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做自己想做的，不虚度，不
一种下意识，一种不用刻意保持的习惯。
2016 年的暑假期间她参加了数学建模的培训，炎

荒废，在不远的明天回首看，留下的不是后悔，这样的

炎烈日，人们或旅行避暑或慵懒地呆在家中，这实在

大学生活才算是充实的。对于田晓慧来说学习是一个永

是一个让人没有气力的季节。参加数学建模的她和队

无止境的过程，所以她选择了去继续读研深造。最后，

友们则在抓紧利用这个暑假的时间进行培训，每天在

祝愿她在新的旅途上创造新的成就，以梦为马，不负韶

教学楼、实验楼、宿舍之间三点一线地奔走，就算炎热

华；乘风作翼，破路之棘。

难耐也选择了坚持。那段时间她起早贪黑，因为需要
学习的知识很多，时间也很紧张，但那段日子她过得
十分充实，学习到了许多基本的数学模型及数学软件，
逻辑推理能力和分析能力都得到很好的锻炼。
同年的 12 月，在老师的鼓励与学校的支持下，她
又与队友们一同参加了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由
于是美赛，在对建模方法提出要求的同时还需要用英
文撰写论文，这其中的难度之大可想而知。比赛过程
中，她们大量阅读论文资料，灵活运用专业知识与建
模方法结合，最终获得了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二

管理工程学院新闻中心

等奖（H 奖）的优异成绩。这次比赛是在寒假进行的，

责任校稿：高阳

临近年关，归心似箭，但她们只得留在学校，在实验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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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进行紧张的准备工作。正式比赛时，他们需要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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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版面设计：高阳

图片编辑：王春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