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5月22日讯 对高中生而
言，求职谋生虽是未来的事，但早
一点体验就能多一份理解和准备。
今天，长沙市长郡中学举行第五届
校园模拟招聘会，1200余名高一学
生“应聘”近30家企业的100多个工
作岗位，“面试官”是来自各个单位
的HR。

在一家银行的“应聘现场”，身
着正装、一脸微笑、说话慢条斯理
的贺喜雨同学显得特别有“范儿”。
贺喜雨选择“应聘”的是个人理财
顾问的岗位，她对自己的岗位知识
储备做足了功课，当被问到“个人
理财顾问是营销思维重要还是专
业知识重要”的专业问题时，贺喜
雨给出了这样的回答：“我认为是
营销思维。因为你要了解客户的心
理、家庭背景和各种需求，才能为
他挑到最合适的理财产品。” 她的
回复让“面试官” 竖起了大拇指：
“如果今天是真正的招聘， 我会马
上给你发PASS卡。”

“我认为这样的活动对学生和
企业而言都很有意义， 对于学生是
一个难得的实战平台，作为企业，我
们也希望接触‘00后’学生的真实想

法， 了解目前高中的教学模式，为
企业招聘提供灵感。” 企业面试官
余女士说，和正儿八经求职的大学
生相比，中学生普遍会以理想为目
标，有一股子“初生牛犊不怕虎”的
勇气。但也体现出对职业规划概念
模糊、理想主义的特点，因此很有
必要多开展这样的活动。

长郡中学教务处副主任兼高
一年级组长王毅老师告诉记者，在
新高考背景下，高中生涯规划教育
势在必行。“其核心是要学生学会
‘选择’，使大家在不断认识自我的
性格特质、兴趣爱好、能力倾向的
基础上， 找到自己的生涯发展方
向，并学会如何规划自己的未来人
生。”王毅认为，这场校园模拟招聘
会，是一堂最生动的职业生涯规划
课，能让大家树立适合自己的职业
理想，找到“想从事的职业”和“能
从事的职业”两者的最佳结合点。

据悉，这场校园模拟招聘会只
是该校校园人文节系列活动之一，
后续还将有端午诗会、 图书漂流、
名家讲座、成人礼等丰富活动。

■记者 黄京 实习生 张洁
通讯员 王剑

5月22日上午，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婚庆服务与管理系毕业生答辩“婚礼
秀”创意十足。 记者 陈舒仪 实习生 管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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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佳乐（父亲：何长华，母亲：
林小枚）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 ：L430501011，声明作废。

◆肖湘遗失车牌号湘 A57620道路
运输证，证号 430124200894，作废。

遗失声明
张家界溪兰森林度假发展有限
公司遗失张家界市工商局永定
分局 2015 年 7 月 31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080
200001979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汝城县诱货服装店遗失汝城县
工商局 2017 年 4 月 13 日核发
92431026MA4LJPWM9B 营业
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永顺县桂兴源牲猪养殖专业合作
社经成员大会决议解散，请各债权
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合作社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瞿桂玲， 电话 18229510096

遗失声明
永顺县桂兴源牲猪养殖专业合
作社遗失永顺县工商局 2015 年
10 月 29 日核发 93433127MA4
L1EKP9Y营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佳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中国人民银行平江支行核发
的机构信用代码证，代码 G10
43060200306040P，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张家界市武陵源区古寨秘宝阁
商铺遗失张家界市工商局武陵
源分局 2017 年 10 月 17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副本，代码 9243
0811MA4M6NJD7P，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康芝仁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黄草店遗失资兴市工商局 2015
年 12 月 8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
1081MA4L22WT0Q，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慈利县南山祥鸿蔬菜种植专业合
作社经全体成员决议注销， 请债
权人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 日
内向本企业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
系人：孟祥弘，电话 18507444023

遗失声明
华容县汉钦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遗失华容县工商局 2018 年 4 月
11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623MA
4PGJ3C3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阴县高邦新型建筑材料厂遗
失湘阴县工商局 2017 年 7 月 31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30624MA
4LYB973A，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新宁县凌云机动车驾驶员培训
学校（普通合伙）遗失新宁县
工商局 2016 年 6 月 28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430528595483303R，作废。

注销公告
张家界插旗峰有害生物统防统
治专业合作社经成员大会决议
解散， 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
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合作社
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人：张世
国， 电话 13974493272

遗失声明
湘西自治州天下凤凰旅行社有
限责任公司沱江镇江家弄 1 号服
务网点不慎遗失湖南省凤凰县
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10 年 8 月 31
日核发的注册号为 4331230000
03241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西自治州天下凤凰旅行社有
限责任公司旅行者俱乐部遗失
湖南省凤凰县市场和质量监督
管理局 2016 年 9 月 31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433123097483378C，
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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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福清遗失湖南工程学院报到
证号 201011342200544，声明作废。
◆刘诗颖遗失三方协议，编号：
1171134200155，声明作废。

◆谭沁岚、谭沛霖（父亲：谭宏，母
亲：王凤娥）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
证明， 编号分别为：J430439698、
L430617350，声明作废。
◆李洁遗失湖南师范大学报到证，
证号 201410542101833，声明作废。

◆李思博（父亲：李小阳，母亲：贺良
鸿）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L430570203，声明作废。
◆陈蕊琪（父亲：陈威，母亲：甘艳
川）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N430015718，声明作废。

◆李梓悦（父亲：李新红，母亲：杜焱
军）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O430028945，声明作废。

◆郑思颖（母亲：甘爱华，父亲：郑
立新）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O430448483，声明作废。

◆马少宇（父亲：马美观，母亲：陶艳
平）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L43100069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福茂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遗
失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
蓉分局 2016 年 7 月 6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3010232943279
XM；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浏阳市淮川华隧壹零叁饭店遗
失增值税普通发票 1 份，发票
代码 :4300174320，发票号码 :
0836301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东润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不慎遗失向东虹位于雨花
区万境水岸嘉苑和苑 17 栋 901
室物业专项维修资金专用收据
第三联，凭证号 :0002812724，
金额:16972 元;遗失向东虹位于
万境水岸和苑 17 栋 901室契税
完税凭证第四联，发票号:0549
6180，金额 :14972 元 ，特此声
明原件作废。

◆管子予（父亲：管琦，母亲：雷
蕾）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M430813731，声明作废。

◆瞿小凯(父亲:瞿剑锋，母亲:
瞿亚琴)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R43002413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电工技术学会遗失湖
南省其他财政票据购领证，购
领证号码：0944； 同时还遗失
会费收据一本，字轨为湘财通
字 （2014） 会费收据号码：
00405226-00405250，共计 25
份。 现声明作废。

本报5月22日讯 凤冠
霞帔、“十里红妆女儿梦”的
中式婚礼；浪漫温馨、一袭
白色婚纱的新娘与身穿礼
服的新郎庄重宣誓的西式
婚礼……

今日上午， 一场特殊的
毕业答辩在长沙民政职业技
术学院大礼堂举行， 该校婚
庆服务与管理系的学生以
“婚礼秀”的方式告别大学生
活。这种形式素来有“最具创
意的高校毕业答辩”之名，今
年已经是第6个年头。

现场： 毕业答辩上演婚
礼秀

上午， 长沙民政职院大
礼堂“变身”婚礼现场。舞台
上采用红色主色，幔布、灯光
营造了一个梦幻的世界。舞
台下，学生分成4个小组根据
各自的主题用鲜花、 气球等
道具进行宴会摆台设计，分
别展示了“印·记”、“生枝”、
“陌上花开”等四个不同主题

的婚礼秀。
婚庆 1534班黄丽萍以

“陌上花开”为主题，演绎了
一对新人青梅竹马的爱情故
事。男主角严川是风趣幽默、
喜欢画画的27岁长沙人，同
为长沙人的26岁女主角林
致，温文尔雅、心灵手巧、热
爱并擅长湘绣。“这个故事是
我自己编的， 我的爱情故事
中的男主角还没出现。”黄丽
萍腼腆地笑着说，“陌上花
开”正是她向往的爱情故事，
为此设计了一场个性化的定
制婚礼。

在黄丽萍看来， 一场婚
礼的创意和文案是最难的。
在婚庆公司实习对她帮助很
大，设计能力提升了很多，婚
礼现场的操作能力也更强
了。 即将毕业的她选择继续
留在实习的婚庆公司。

现状： 婚庆人才培养与
社会需求“脱节”

“据统计，中国每年登记

结婚的人口大概有一千万左
右， 婚庆专业人才需求量非常
大。” 婚庆行业专家蔡上介绍，
目前， 越来越多的高校开设婚
庆管理专业。“一方面， 将有更
多科班人才为行业注入新鲜血
液；另一方面，也给对这个专业
感兴趣的学生提供了学习途
径。”不过，蔡上认为，目前婚庆
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脱节”，
“在面对客户时，很多毕业生发
现自己所学的知识与要解决的
实际问题不太一样。”

“目前整个婚庆市场在细
分， 除了常见的婚庆公司外，
还出现一些新形式，比如对设
计要求比较高的个人品牌工
作室，对服务和统筹的要求较
高的大型婚礼品牌公司，以及
对销售的要求比较高的一站
式婚礼堂。”蔡上坦言，婚庆行
业对人才的需求逐渐呈现出
“量更大、质更优、更细分”的
趋势，“对学校的人才培养模
式提出新要求，专业设置需与
市场匹配。”

学校：对接行业，加入手
绘、平面设计等课程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婚庆服务与管理系成立于
2010年， 是湖南省首个开设
婚庆专业的高校， 由最初每
班45人的两个班扩大到四个
班。“2016年在全校47个专业
中分数线最高。”婚庆服务与
管理系主任张平芳介绍。

“以前婚礼只需要主持
人串词， 而现在更讲究文化
底蕴和独特性、 创新性。”张
平芳表示， 该校在课程体系
上紧跟行业要求， 根据市场
需求调整了课程设计， 加入
手绘课、平面设计课、文案策
划课和婚礼文化课且划分得
更细。目前，该系首次就业率
达95%以上， 二次就业率在
85%左右 ， 毕业生起薪为
3000元左右。

■记者 陈舒仪
黄京 通讯员 易谨

实习生 管婷

婚庆人才“吃香”，毕业答辩上演婚礼秀
适应市场需求，长沙民政职院婚庆专业学生就业率高

提供实战平台，让学生树立职业理想
1200余名高中生模拟职场应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