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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自主探究为基本。
经过长期的探索实践，学校形成了
多种形式、多种专业方向的创新教
育模式，为培养适应行业与区域经
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应用型
人才奠定了坚实基础。仅计算机
学院就设立有IT应用型人才实训
中心，“3+1”嵌入式班、“3+1”
linux班、“2+2”班、卓越班等创新
教育实验班，学院创新教育获国家
级教学成果二等奖。“3+1”创新
实验班创设10余年来，就业率一
直 保 持 100% ，特 别 是“3 + 1”
linux实验班毕业生，大多签约腾
讯、百度、阿里巴巴、新浪等互联
网行业巨头，入职年薪都在20万
元左右。

学校以服务社会需求为导向，
先后成立了现代邮政学院、网络空
间安全学院、人工智能学院等特色
学院，学科特色和办学特色进一步
彰显。充分发挥信息技术优势，先
后制作完成校本精品视频课程、微
课程视频328讲，收录全球开放课
程2200余门，开通网络课程712
门，为学生开展自主探究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突出能力建设为核心。
学校加大协同育人力度，不断加强
实践教学，构建了“三层次实践教学
硬件平台”，与国内外知名企业合作
建设42个联合实验室、74个校内外
实习基地。2018年，学校获批教育
部2018年第一批产学合作协同育
人项目43个，立项数量位列全省高
校第一。

学校坚持把创新创业教育
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建成了
3000 余平方米的大学生创新创
业基地，建立了 10 个大学生创
新创业平台，在各学生公寓依托
党员工作站设立20个公寓创新
创业平台，在校园形成跨学院、
跨学科、跨专业、跨年级交流。
学校“大学生创新创业基地”入
选教育部“全国实践育人创新创
业基地”、科技部“众创空间”、
教育部“全国高校创新创业典型
经验高校 50 强”，入选首批“陕
西省高校实践育人创新创业基
地”、首批“陕西众创空间孵化基
地”“陕西省创业孵化示范基
地”。学校荣获“中国创业创新
典型示范高校”称号，被中国高
校创新创业教育联盟授予全国
首批“百城千校”试点院校称号，
学校在全省乃至全国的示范引
领效应进一步彰显。

——坚持人格养成为根本。
学校坚持人文与科学并重，加强学
生人文素质教育，完善学生综合素
质评价体系和“十要、十不”校园文
明公约，连续15年开展心理健康
月系列活动，形成“走进朋辈吧”
团体辅导和“阳光计划”学生朋辈
心理互助等品牌活动，先后获省部
级校园文化成果奖、心理健康教育
奖25项。教育引导学生牢固树立

“四个正确认识”，坚定“四个自
信”，用实际行动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使学生主动扣好人生的
第一粒扣子。

面对新时代本科教育新要求，
学校深入开展“坚持以本为本，
推进四个回归”学风建设月活
动，构建了“乐学—动力”“辅学
—帮扶”“督学—养成”“优学—
创新”“勤学—示范”“导学—相
长”等“六位一体”学风建设体
系，全力培育优良学风，营造了
比学赶超的育人氛围，有效提高
了人才培养质量。

——传承红色基因为保证。
作为成功入选首批陕西高校党建

“双创”示范高校，开展党建进学生
公寓系列活动，是西安邮电大学独
具特色的党建品牌。学校紧紧围
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依托20个
党员工作站，实现了党的组织、党
的教育影响、党员发挥作用在校园
的“三个全覆盖”。学校以思政课
为主渠道，组建“专题式教学”团
队，探索“专题+实践+创新”的教
学模式，改进思想政治课程的新

“配方”，充分发挥陕西红色资源优
势，深入开展以延安精神为主体的
红色文化教育、党性教育、爱国爱
校教育，让红色文化进校园、进课
堂、进头脑，促进学生传承好红色
基因。

学校领导带头进学生公寓党
员工作站讲党课，200余名教师
党员志愿者进公寓指导学生，充
分利用“西邮党员工作站”微信平
台，实现红色文化教育全覆盖，打
造“教师引导、学生积极、师生互
动、教学相长”的“师生共学共同
体”，打通“三全育人”最后一公
里。党建进学生公寓做法受到中
组部、教育部、省委、省委组织部和
省委高教工委等充分肯定，省委主
要领导批示讲话向全省推广，省内
外数十所兄弟院校先后来校学习
借鉴，荣获第五届全国教育改革创
新优秀奖、陕西组织工作改革创新
成果二等奖。 田卫蒙 王佳

西邮毕业生缘何成为就业市场的香饽饽
毕业生就业质量指数位列陕西省49所本科高校第5名

西安邮电大学作为西北地区唯一一所
邮电通信类普通高校，是我国特别是西北地
区信息产业高级专门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
虽不是“985”“211”高校，但本科毕业生却享
有与一些高校硕士研究生同等的招聘待遇，
本科毕业生就业率连年保持在90%以上，据
麦可思报告显示，在全国1600余所非211院
校就业能力排名中，学校跻身前50位。iP-
IN.com中国大学就业毕业生五年后薪资排
名，学校位列陕西省属高校第一。6月28日，
中国西部高等教育评估中心正式发布《2019
年度陕西高校及专业毕业生就业质量指数
评价报告》，报告数据显示，学校毕业生就业
质量指数居于A大类，位列陕西省49所本科
高校第5名。2019届本科毕业生最高年薪达
35万元，10万元以上年薪已经屡见不鲜……
西邮毕业生成为就业市场的香饽饽！

作为陕西高水平大学建设高校，西安邮电
大学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以本
为本”，推进“四个回归”，把本科教育放在人才
培养的核心地位、教育教学的基础地位、学校
未来发展的前沿地位，大力培育教育教学质量
文化，突出行业特色优势，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狠抓“一流专业”建设，大力推进“新工科”建设，
以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为驱动，把创新创业教育
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构建了知识探究、能力
建设、人格养成、红色基因“四位一体”的育人模
式，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高。西邮毕业生就业
呈现出市场需求大、就业能力强、工作薪酬高
等特点，广受用人单位欢迎和好评。

教授指导学生进行科研训练马建军摄

教师党员志愿者走进党员工作站作讲座马建军摄

租的房子还没住检测甲醛超标3倍
中介：履行合同拒退押金 律师：已构成违约

小梁28岁，成都人，今年7月，
从西北大学硕士毕业。她想在西安
找工作，便在网上找了一家房屋中
介公司，计划先租一套房子。

7月8日，房子找好了。她和中
介公司约定当天见面。

房子在长安区，名叫郭南馨
苑，距离小梁的学校并不远。这是
一套四居室的单元房，小梁只租其
中一间，每月房租950元，季付，需
要押一个月租金，还要交相关的管
理费。

“看房的时候，窗户都是敞开
的，一切正常。”小梁说，在首次看房
当天，她便和中介签订了租赁合同，
总计交了3990元，准备择日入住。

“我属于拎包入住，房间里包括床、柜
子等家具，都是中介提供的。”

7月 10日下午，小梁带朋友

来房子参观，一个多小时后，感觉
浑身不舒服，“头晕、胸闷，不停
地干咳。”

昨天一早，小梁办理了离校手
续，计划正式搬入新房。“一进门，
味道特别大。”考虑到前一天身体
的不适感，她联系了一家甲醛治理

公司，对租住房间的空气质量进行
检测。

检测人员到了现场，在房间两
个地方进行了采样。半小时左右，
结果出来了：两个点的甲醛含量分
别为0.33和0.34毫克每立方米，属
于甲醛超标。检测结论是：不合格。

“幸亏早早发现了，不然后果
不堪设想。”小梁给中介打电话，要
求退房。但中介认为，房子是小梁
实地看过的，双方也签了合同，拒绝
了她的退房要求。

中介公司给了两个解决方案：
一是换一间同等价位的房子，二是
退3个月房租，但不退押金。

对此，小梁态度很明确：“出租
方应该给我提供空气质量安全的房

子，这也是作为租住户最基本的权
利。如果协调不成，我会通过法律
途径维权。”

昨天下午4点，三秦都市报记
者跟着小梁一起前往她租住的房
子。一开门，的确能闻到浓浓的气
味。小梁租住的这个单间，放着中
介公司新购置的床、桌子、衣柜和一
把椅子。

该中介名为西安市雁塔区如

春公寓，记者电话联系了一位张姓
负责人。这位负责人认为，既然双
方已经签订了合同，就必须履行，
小梁认为的房屋甲醛超标，无法入
住，属于单方面违约，押金肯定无
法退还。

上述负责人说，这套房子是在
4个月前装修的，家具是最近买的，

“我们提出给她换一套房，但她不接
受。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协商。”

给小梁租住房进行检测的治
理公司施工负责人刘先生告诉记
者，一般情况下，甲醛检测需要将
门窗密闭12小时。他们当时去现
场检测时，仅半个小时，室内的甲
醛就已经超标3倍以上，“从初检
的结果判断，污染源主要是床垫
和柜子。”

刘先生同时说，他们并不是
具有 CMA 资格认证的检测机
构，所以检测结果没有司法效
应。“这个情况，我们也给小梁说
了，要想通过司法途径解决问

题，必须找具有 CMA资格认证
的检测机构。检测时，需要检测
机构、甲乙双方三方都在场才
行。但是，我们所用的设备、检
测方法都是国家标准，检测的是
初检结果，基本不会有什么问
题，误差在 0.03上下浮动，这套
房子里的甲醛肯定超标得比较
严重。”

刘先生介绍，根据国标，房间
空气中甲醛含量≤0.1毫克每立方
米是合格的。如果大于的话，就
属于超标。

西安一位从事房屋装修的业
内人士称，新房装修后，产生甲醛
的来源包括地板、家具、墙面漆
等，尤其是不合格的劣质产品，更
会加剧甲醛等室内污染物超标。

上述业内人士认为，无论是
装修的新房还是租住房，完工后要
通风至少3个月。如果再购置家
具，晾晒通风的时间则更长。入住
前，都要请专业公司检测甲醛。

陕西王炳森律师事务所律师
何海明认为，出租的房屋应当适
合居住或者具备使用的基本要
求，否则就不能实现房屋租赁合
同的目的。

“甲醛不超标是出租房安全
性的基本标准之一，要严禁甲醛
超标房流入租房市场。”何海明
说，“具体到本案中，出租方出租
的房屋甲醛超标，不具备居住、使
用的基本条件，作为中介公司，已
经构成了违约行为，承租人有权
解除合同，甚至有权提出违约赔
偿。”

何海明提醒，租客遇到此类
情形，一是要做好证据的留存，请
专业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二是
积极和出租方沟通协商；三是如
果协商不成，可以起诉至法院要
求解除合同并赔偿。

甲醛治理公司：误差在0.03上下

律师：出租房应适合居住或具备使用的基本要求

租住房甲醛超标

中介公司：必须履行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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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醛含量分别
为 0.33 和
0.34，属于超
标，结论为：不
合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