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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学院电商学院 2017 届专科毕业实习计划

2017 届电子商务、市场营销、营销与策划专科专业毕业生共 237 名，在校期间先后系

统地学习了公共课、专业基础课、专业主干课及选修课。按教学计划将于 2017 年 2 月 15

日至 2017 年 6 月 23 日进行毕业实习。现将毕业实习有关要求明确如下：

一、实习目的和要求

（一）目的

通过学生参与企业对口单位工作的实习活动，巩固加深学生在校所学的专业理论知识，

并运用于实际，增强学生独立从事本专业实际工作的能力，培养学生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和

良好的职业道德，为学生自主择业和用人单位量才录用创造条件。

（二）要求

毕业实习是在本院指导教师和实习单位有关人员的共同指导下进行的一项有组织、有计

划、有目的的教学活动，为保证毕业实习的有序进行，实现预期的目的，具体要求如下：

1、需严格按照学院下发的实习时间安排表进行，如不能按期完成，实习成绩按不及格

处理；实习期间，学生返校时间须按照相关规定严格执行，违反者实习成绩按零分记。

2、实习单位落实后，请速把实习地点、实习单位和详细联系方式（包括单位、部门的

通讯地址、联系电话、最新手机号码和 E-mail 等)告诉本班辅导员和院教务科。实习期间要

求学生必须向班主任每周通过手机短信等形式报平安，向辅导员及实习指导老师每月通过电

话、邮件、QQ等联络方式汇报实习情况，以便学院及时了解、掌握实习生的实习情况。要

求学生每周必须与班主任至少联系一次，总数不得低于十次。与班主任的联系情况将作为实

习考勤，列入最终的毕业实习成绩。

3、实习期间必须保持通讯畅通，与学校、家庭按时沟通，注意人身及财务安全。

4、实习生应努力完成各项实习任务，自觉遵守实习单位的各项规章制度，尤其不准酗

酒，不准打架斗殴，不准到非正规营业场所游泳。爱护公共财物，提倡文明礼貌，维护学校

声誉；要认真履行岗位职责，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严格遵守实习单位的作息时间和请假

制度，不得迟到、早退，如需请假须经指导教师或实习单位领导的批准；凡无故不参加毕业

实习的学生不予评定实习成绩，不能取得毕业资格。

5、实习生在实习中应该做到：

（1）将所学的专业理论知识同实习单位实际和企业改革实践相结合。

（2）将思想品德的修养同良好职业道德的培养相结合。

（3）将个人刻苦钻研同虚心向他人求教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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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实习结束时，实习生必须完成并上交以下资料：

（1）实习日志。必须详细记录实习时间、实习工作内容及实习心得体会等等，每周至

少填写 1次实习日志，日志总数不得少于 10 篇。日志内容是填写《实习报告》的唯一依据，

务必根据实习工作的实际情况进行撰写，不可弄虚作假。

（2）实习报告。认真填写《九江学院实习报告》，交本班班主任兼毕业指导老师审核

评定，作为实习成绩考核的重要依据。

（3）《九江学院实习教学鉴定表》。本表一式两份，一份交学生科处留存；一份入学

生毕业档案袋。本表要求有实习单位考核意见，并加盖实习单位的公章。没有加盖公章者视

作无效表格。请每一位毕业生和各位班主任务必注意实习日志、实习报告、实习教学鉴定表

上所填写的实习内容必须一致，实习单位名称必须与公章保持一致。若不认真对待，随意

乱填乱画，实习成绩一律做不及格处理，必须重新安排实习。

（4）按学校要求，实习成绩不及格或逾期不交实习材料无实习成绩者，不能取得毕业

证，只发结业证。

（5）实习日志、实习报告、《九江学院实习教学鉴定表》上交时需统一装入学生毕业

档案袋（牛皮纸质），档案袋上请写明班级、学号等相关信息，上交时按学号顺序排好。

7、对实习指导教师的要求

（1）实习指导教师需按要求，对学生每周的《实习日志》给予实习指导教师评阅意见；

对学生的《实习报告》给予指导教师评语，并给出实习报告成绩；对学生的《实习教学鉴定

表》给出指导教师考核意见，并评定成绩。

（2）实习指导教师于 2017 年 6 月 25 日前批改完毕学生毕业实习材料，待电商学院教

务科给出专科【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成绩上传密码，将学生的毕业实习、毕业论文成

绩上传至九江学院教务系统。备注：专科【毕业论文】成绩为《实习报告》成绩。

（3）毕业实习结束后，实习指导教师应及时填写《九江学院实习教学工作总结表（教

师用）》（请看附件四），并提交电商学院实验室审核后存档。

实习内容及进度安排

本次实习按时间顺序分为四个阶段，每阶段实习内容如下：

第一阶段：实习动员及进入实习单位阶段（ 2016 年 12 月 5 日－2017 年 1 月 4 日）

寒假前由各班班主任负责进行毕业实习动员，宣布实习方案，做好离校实习前的各项准备工

作。

第二阶段：全面实习阶段 2017 年 2 月 15 日－5月 25 日

本阶段主要是实习生进入实习单位进行全面实习。实习生到实习单位后，通过查阅资料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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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有关人员交谈,着重了解企业的经营环境（主要有国家的经济政策对该企业的影响，该企

业所处的行业状况、竞争状况，科技发展对其发展的影响、信息化管理程度及效果等）、现

状（该企业现有专业工作队伍现状，产品销售现状，促销活动现状、电子商务发展现状等）、

企业纪律规定及对实习生的实习要求。

2017 年 4 月下旬组织教师及相关人员深入实习单位对我院学生的实习情况进行全面检查及

指导。

第三阶段：实习报告撰写阶段 2月 15 日- 6 月 23 日

本阶段实习生撰写《实习报告》，《实习报告》需严格按以下填写说明的具体要求填写。

“实习名称”请填：毕业实习——关于 XXX（填实习单位名称）XXX(填实习职位)工作的实

习调查报告，[例]实习名称：毕业实习——关于某某公司外贸业务员工作的实习调查报告。

“实习性质”请填：毕业实习

“实习指导教师”请填：实习单位的指导教师姓名以及校内实习指导教师（班主任）姓名。

实习报告最后的总评及成绩由校内实习指导教师（班主任）签署。

第四阶段：实习总结评定阶段 6月 15 日－6月 20 日

本阶段主要由实习学生返校后进行实习总结。返校时间为 6月 23 日。学生返校后将《实

习报告》、《实习日志》、《九江学院实习教学鉴定表》交班主任兼实习指导老师，指导教

师对实习学生进行成绩考核。因故不能够按时返校者，必须向辅导员书面请假，但是，必须

在 6月 23 日前邮寄所有填写规范的实习材料给指导教师评定成绩，无实习材料者没有实习

成绩。

三、实习成绩以及实习报告成绩的评定及其标准

严格按照学校有关文件、政策执行。

实习成绩按百分制确定，即 90 分以上；80-89 分；70-79 分；60-69 分；60 分以下。具

体评定标准如下：

90 分以上：

能很好地完成实习任务，达到实习大纲中规定的全部要求，实习报告能对实习内容进行

全面、系统的总结，并能运用学过的理论对某些问题加以分析。在考核、答辩时能圆满地回

答问题，并有某些独到见解，体现出一定的创新意识。实习态度端正，实习中无违纪行为。

80-89 分：

能较好地完成实习任务，达到实习大纲中规定的全部要求，实习报告能对实习内容进行

全面、系统的总结，考核、答辩时能比较圆满地回答问题，实习态度端正，实习中无违纪行

为。

70-79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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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实习大纲中规定的主要要求，实习报告能对实习内容进行全面的总结，在考核、答

辩时能正确地回答主要问题，实习态度端正，实习中无违纪行为。

60-69 分：

实习态度端正，完成了实习的主要任务，达到实习大纲中规定的基本要求，能够完成实

习报告，内容基本正确，但不够完整、系统，考核、答辩时能回答主要问题，实习中虽有一

般违纪行为，但能深刻认识，及时改正。

60 分以下：

凡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均以不及格论处：

1. 未达到实习大纲规定的基本要求，实习报告马虎潦草，或内容有明显错误；实习指

导老师考核时不能回答主要问题或有原则性错误；

2. 未参加实习时间超过全部实习时间三分之一以上者；

3. 实习中有违纪行为，教育不改，或有严重违纪行为者。

注：实习成绩考核，由实习指导教师评定。实习成绩不合格和记零分的学生，按学籍管理

有关规定，将被缓发毕业证，必须继续参加实习，由实习单位或所属街道开出证明，成绩

合格后方可领取本人毕业证。

四、实习的组织领导

根据学校对 2017 届实习工作总体安排，结合本院实际情况，成立 2017 届毕业实习领导

小组，负责实习期间的管理及毕业论文的验收工作。

组长：郑祚双 副组长：丁文林 郑孝庭

成员：陈显章、杨帆、仲维春、高燕燕、黄佳宇、陈君、李娜、罗刚、王艳、谭晓波、

俞林军、李再跃、雷祺及实习指导老师

实习领导小组日常工作由陈显章、仲维春、高燕燕、黄佳宇、陈君、俞林军、李娜、罗

刚、王艳、谭晓波及各班班主任、辅导员、实习指导教师负责。

五、实习单位：

由实习学生根据就业要求和实际情况自己选定，或者申请到电商学院实习基地进行实

习。

六、其它相关问题

1、请实习生务必在 5 月 10 日前将就业协议书或劳动合同（加盖单位公章）快递寄给各

班的班主任，以便考核、联系；

2、电商学院通讯地址：江西省九江市前进东路 551 号九江学院电商学院 XXX 老师 收

邮编：332005

3、电商学院联系方式：

电话:0792-8316352，8316303，8316929

传真:0792-8316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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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电商学院会在校园网的电商学院主页发布相关信息，请各位时常留意。

5、请各位实习生随时与电商学院班主任（即实习指导教师）和辅导员保持联系，通讯

方式如有变动，即时通知。实习指导教师为第一责任人，全面负责管理和指导学生实习工作。

附件：

一、2017 届学生返校后活动日程安排

二、实习学生班级信息表

电商学院

2017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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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17 届专科毕业返校后活动日程安排】

电商学院 2017 届专科毕业班级信息表

专业 班级 人数 班主任/实习指导老师

电子商务

B1441 46 俞林军

B1442 46 王晴

B1443 52 陈显章

营销与策划
B1471 49 李娜

B1472 44 李娜

序号 时间 内容 要求 负责人

1 2.15-6.22
1、毕业实习；

2、撰写实习报告。

实习时间不得少于10周

（严格按要求填写）

实验室

学生科

2 6.23 返校 晚点名 学生科

3 6.16-6.23

1、验收实习报告、实习日记、实习教学鉴定表；

2、《九江学院实习教学工作总结表》；

3、整理毕业生档案；

4、座谈；

5、毕业典礼。

实验室

教务科

学生科

4 6.23-6.28 办理离校手续 按要求办理
辅导员

班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