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

2016 年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

招 生与 就 业处

2016年 11月



第 1 页 共 15页

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

2016 年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

一、毕业生规模和结构

（一）毕业生总人数

我院五个分院 2016 年共计有 24 个专业的高职（专科）毕业生 2356 人。

表 1：2016 届毕业生各分院各专业学生人数

分院、系 专业 毕业生人数

民航交通

分院

511 人

空中乘务 309

民航运输 49

民航安全技术管理 47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06

信息技术

分院

448 人

计算机应用技术 139

计算机信息管理 94

计算机网络技术 42

移动通讯技术 81

食品营养与检测 50

环境监测与评价 42

商务贸易

分院

541 人

电子商务 186

国际经济与贸易 204

市场营销 102

物流管理 49

经济管理

分院

579 人

物业管理 70

酒店管理 94

应用日语 101

应用英语 119

文秘 119

旅行社经营管理 76

创意设计

分院

277 人

广告设计与制作 64

艺术设计（环境艺术设计方向） 74

会展策划与管理 90

数字媒体技术 49

全院 全院 2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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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毕业生生源地分布

我院 2016 届毕业生绝大多数户籍所在地在浙江省内，人数为 2320 人，占比

为 98.47%，省外生源 36 人，占 1.53%。生源比例超过 10%的地区有杭州 20.8%、

温州 18.25%、绍兴 11.33 和宁波 10.44%。具体生源地比例见下表。

表 2：2016 届毕业生生源地分布

生源地区 毕业生人数 百分比

杭州市 490 20.80%

宁波市 246 10.44%

温州市 430 18.25%

嘉兴市 194 8.23%

湖州市 160 6.79%

绍兴市 267 11.33%

金华市 182 7.72%

衢州市 71 3.01%

舟山市 26 1.10%

台州市 183 7.77%

丽水市 71 3.01%

浙江省外 36 1.53%

总计 2356

（三）毕业生性别比例

我院 2016 届毕业生中，男生 1071 人、占毕业生总人数的 45.46%；女生 1285

人，占毕业生总人数的 54.54%。

二、毕业生就业基本情况

（一）就业率及就业方式

1. 总体就业率及就业方式

截至 2016 年 9 月，我院 2356 名 2016 届毕业生，已就业 2323 人，毕业生初

次就业率 98.60%。

我院已就业的 2016 届毕业生中，签订就业协议 1647 人，占比 70.9%；签劳动

合同 497 人，占 21.39%；其他录用方式 60 人，占 2.58%；专升本 64 人，占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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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创业 26 人，占 1.12%；出国出境 24 人，占 1.03%；自由职业 5人，占 0.22%。

60 名以其他录用方式的就业学生，有 41 名空乘专业学生，是入职东方航空、

上海航空、吉祥航空、海南航空、首都航空、瑞丽航空等在浙江省内没有注册公

司或人事代理的航空类企业，另有部分学生是入职省外其他行业企业，签订协议

情况相同。还有个别学生入职省内企业，但企业因各种原因未与属地人事主管部

门签订代理协议。以上三类原因使得学生所签订三方协议没有上级单位或属地人

事主管单位签章，在毕业离校时尚未和用人单位签订正式劳动合同，因此以其他

录用方式计入就业。

5名学生自由职业，都是从事保险代理人工作，其中 4人在平安人寿。

2. 各专业的就业率

图 1：2016 届毕业生分专业就业率

（二）就业流向地区

我院 2016 届毕业生就业单位所在地区的分布基本与往年一致，差别很小，仍

呈现两大明显特点：一是主要在本省就业，2323 名已就业学生中有 2192 人在浙江

省内就业，占比达 94.36%；二是半数学生将初次就业地选在杭州，2016 届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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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杭州本地生源最多，为 490 人，占到 20.8%，但就业在杭州的人数高达 1168

人，在已就业学生中占比 50.28%，也就是说在杭州就业的我校毕业生中过半数为

非杭州籍学生。相应的，浙江省内其他地区学生就业的比例都未超过 10%，（宁波

最高也只有 8.87%）显示出杭州明显强势的就业吸引力。

我院 2016 届毕业生在省外就业（不含出国）总计 106 人，占比 4.56%，分布

在 15 个省和直辖市，明显集中在上海（48 人）、江苏（14 人）和北京（13 人），

其他省份就业人数均低于 10 人，大部分在 5人以下，显示出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就

业吸引力更强。上海就业人数明显较多，是因为总部在上海的东方航空、吉祥航

空和上海航空吸引了 29 名空乘专业学生就业。

我院 2016 届毕业生省外生源 36 人（2015 年 12 人），29 人留在浙江省内工作，

6人到省外就业，1人待就业。

我院 2016 届毕业生出国出境人数为 24 名，17 名学生与往年类似，前往加拿

大、日本及韩国留学，另有 7 名通过正规代理机构劳务输出赴日本就业，这是今

年的新形式，拓展了我院学生就业新途径。

图 2：2016 届毕业生就业地区分布比例

（三）就业单位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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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已就业 2016 届毕业生就业单位性质的分布情况与往年基本相同，在民营

企业工作是我院毕业生的主要就业途径，1863 名毕业生在民营企业（其他企业）

中就业，占已就业学生比例为 80.20%（比去年降低 6.38%）；其次为国有企业，212

名学生就业，占 9.13%（比去年增长 2.83%）；第三位是三资企业，99 人占比 4.26%

（比去年增长 2.3%）。今年专升本毕业生人数高于去年，连续第二年增长，达到

64 人，占比 2.76%，涨幅不明显。其他事业单位就业人数为 22 人，占比 0.95%，

出国人数比例今年首次超过 1%达到 1.03%。而其他诸如高等教育单位、基础教育

单位、机关、部队等性质单位就业的毕业生人数较少，大部分比例不足 0.1%，几

项合计仅为 2.71%。

图 3：2016 届毕业生就业单位性质比例

（四）就业行业分布

我院 2016 届已就业的毕业生，就业行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信息传输、软

件和信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文化体育与娱乐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等八类。每个

行业就业学生数都超过百人，合计占比 82.52%，占了大多数，这个数据与去年基

本一致（2015 年八个类别合计占比 83.39%）。虽然以制造业为最多，有 585 名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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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在该行业就业，占 25.18%，但一线生产岗位工作的人数却很少，而主要集中

在销售、客服、电商服务、软硬件维护、行政文秘等专业相关性岗位就职。毕业

生就业集中的行业及岗位，和我院面向现代服务业培养应用性人才的教育理念及

学院专业类别设置状况是相一致的。

图 4：2016 届毕业生就业行业分布比例

三、毕业生就业情况分析

（一）毕业生初次就业专业相关度

专业相关度表明专业培养的人才与培养目标方向(社会岗位)的对应联系程

度，也部分反映了毕业生与用人单位对专业培养的接受程度。我院2016届24个专

业中，8个专业已就业毕业生就业相关度较去年有所提高，其他专业持平或小幅降

低。文秘专业毕业生有90%以上在与专业知识及技能相关的行业或具体岗位上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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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已就业2016届毕业生各专业初次就业专业相关度见下图。

图5：2016届毕业生各专业初次就业专业相关度

（二）毕业生初次就业起薪水平

我院 2016 届已就业毕业生初次就业的平均起薪水平在 2748 元，比去年提高

超过 300 元。空中乘务专业最高，平均起薪超过 3900 元，比 2015 届提高 900 元，

这与今年各航空公司开展招聘较早，较早确定入职开始领取薪金学生人数增加有

关。空乘和轨道专业起薪超过 3000，12 个专业的起薪在 2500 至 3000 元之间，,9

个专业的起薪在 2300 至 2499 之间，各专业起薪水平趋于平均，专业间差距在缩

小。今年仅环艺专业起薪在 2000 元以下，根据就业调查中的反馈，主要原因是环

艺设计类（如装潢设计人员）岗位，起薪或基本薪资水平普遍不高，但根据工作

业绩的不同，收入有比较大的弹性变化。另外，我院毕业生在毕业离校时，往往

处于工作见习期或试用期，普遍收入水平低于转为正式员工以后。根据浙江省教

育评估院近年的调查数据，我院毕业生在就业半年或一年后，平均收入水平就有

明显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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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016 届毕业生各专业初次就业起薪水平

（三）毕业生自主创业情况

我院已就业 2016 届毕业生中，有 26 人选择自主创业开始自己的职业道路，

占应届毕业生总数的 1.1%，首次超过 1%，比去年同期提高 0.29%，但整体比例仍

不高，毕竟对于应届毕业生来说，资源和经验的缺乏，使创业的难度远高于就业。

我院毕业生创业的比例近 5年持续均保持增长状态，主要取决于国家“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大环境，学院对在校生普遍开展就业教育的同时也进行创业教育熏

陶，尽力培养学生创业意识与能力。学生在毕业一定时间后，条件更成熟时，许

多毕业生会从就业转向创业。根据浙江省教育评估院 2016 年的相关调查，以 2015

届毕业生为例，我院学生在毕业一年后，毕业生创业率就从 0.8%跃升至 9.04%。

选择创业的 26 名学生，16 人注册为有限责任公司，10 人以个体工商户形式

注册，注册公司创业人数首次超过以个体工商户形式创业的人数。创业从事的行

业涉及电子商务、批发零售业、餐饮业、信息技术、文化体育、房地产业以及商

务服务行业。

与

管

理

技

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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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毕业生待就业情况

截至 2016 年 9 月，学院仍有 33 人就业记录为待就业状态，占比仅 1.4%，与

去年基本持平。其中：2人曾经就业，处于离职再求职状态；5至 6人在考录公务

员或者求职温州机场等事业单位，尚未有明确结果；2名学生因为身体原因暂不适

合就业；3名学生从事微商或淘宝创业，因时间短或没有有效的业绩证明材料不能

认定就业；1人决定以自由职业方式从事网络文学写作，因时间短尚未有有效的收

入证明未能认定；1人在云南做义工，个人暂不考虑就业；10 人向学校反馈等待

家里安排就业；2人因多门功课未合格而未取得毕业资格，需延期毕业，致使求职

意向暂缓；6人通过各种途径在求职中。

四、毕业生就业工作主要特点

(一)组织健全，建立制度保障

学院在毕业生就业工作中实行两级管理体制。学院成立大学生就业创业工作

领导小组，由学院院长任组长，分管副院长为副组长、各分院院长、相关职能部

门处长为成员。各分院成立本单位的大学生就业创业工作领导小组，由分院院长

组长，党总支书记、教学副院长、实践教研室主任、负责毕业设计论文教师、实

践指导教师(大三班主任)为成员。学院及分院两级毕业生就业工作均实行“一把

手”负责制，全面指导毕业生就业创业重大工作事项，制定方针、措施，利用实

习实训基地资源推进毕业生实习就业。学院就业创业工作领导小组的常设办事机

构是学院招生与就业处，负责具体安排、实施学院的毕业生就业指导工作。学院

和各分院分别实行毕业生就业工作月和周例会制度，研究、分析、推进、落实毕

业生就业工作。

(二)全员教育，全程职业指导

学院建立了就业创业指导教研室，专门从事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教育的研究

和实施，从大一起开设全员参加的必修课程《职业发展和就业指导》。从职业生涯

规划理论及实践教育入手，入学初教育引导学生将学业规划与职业规划结合起来，

同时实习及毕业前跟进就业应聘技巧指导，为毕业就业作准备。

2016 年，我院学生在参加浙江省第八届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赛高职高专组

比赛中共获得了二等奖一项、三等奖三项，向社会展现了育英学子的风采和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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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创业指导教学的成果。

（三）产教融合，实习推进就业

学院切实推进实习实训基地建设，为应用型人才培养提供坚实的基础。各专

业教学均建有紧密型实习基地，作为推进学生实践教学的平台。根据教学要求，

不断开发和拓展实习实训场所，提升培养合格职业人才的可靠环节。目前我院与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浙江分公司、浙大网新软件有限公司、浙江省会展协会、杭州

杭港地铁等 143 家单位合作建立了学生实习基地，为实践教学服务。

以毕业前顶岗实习为基础，推进毕业生就业，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实习岗

位有效地延伸至就业岗位。前往杭州杭港地铁、上海铁路局、杭州纳德酒店集团、

杭州萧山机场等为代表的学院实习实训基地，以实习延伸到就业的毕业生比率逐

年提高。加强实习就业的密切联系和高度融合是提高学院毕业生就业质量的重要

途径和手段，学院将持续予以推进。

（四）校企合作、多方推荐就业

2016 年 9 月至 10 月，学院以分院为单位，针对各分院专业特色，举办了系列

实习实训就业校园招聘会，100 余家用人单位进校与即将进入实习就业环节的学生

面对面进行双向选择，提供岗位上千个，为学生确定实习途径及后续的毕业生就

业奠定了基础。

各分院对各专业岗位统筹平衡，有效引导，举办中小型招聘会和推荐宣讲活

动上百场。在长期的合作基础上，国航、东航、厦航等航空公司、萧山机场、杭

港地铁等单位来校宣讲招聘几乎已成为每年的“固定节目”。

学院就业职能部门根据企业需求和我院专业特色，定期发布就业招聘信息 200

余家次，全力做好毕业生实习就业推荐工作。就业职能部门还通过指导学生就业

协会等学生社团，利用微信等新兴推广手段，向学生发布招聘信息，多方推荐就

业。

(五)培养引导，鼓励创新创业

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愈来愈离不开创新创业型人才的涌现。学院充分

利用和整合校内外资源，聘任 5 名院级创新创业导师，着力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以创业形式就业的毕业生人数逐年增长。

学校设立的必修课程《职业发展和就业指导》中，创业理论与技能教育部分

也占有重要比重。学院每年积极参与杭州市有关项目，组织杭籍学生参加 SYB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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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模拟创业培训课程，2016 年约 120 名学生参加培训，为今后的创新创业活

动作好了准备。

学院开辟专门宣传场地，根据政府有关部门的推荐，向在校生宣传适合大学

生选择的创业项目，还对已创业有成的毕业生事迹进行宣传，产生示范效应，提

高学生创业自信心和积极性。

(六)紧密结对，帮扶困难学生

学院对家庭困难、就业困难和来自贫困地区的毕业生予以重点关注，落实每

一个困难生与分院相关领导、实践指导教师(班主任)、专业指导教师结成就业帮

扶对子，提供就业服务，推荐就业岗位，全程关注落实其就业。组织家庭经济贫

困及就业困难毕业生参加政府部门举办的“寒门学子”专场招聘会；组织申请了

特困毕业生 25 人的就业津贴；向困难生提供具体帮助，优先推荐就业岗位，对就

业困难毕业生提供就业技能方面的指导和服务，提供一定的应聘交通费用等，让

每一位困难毕业生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及学校的关爱和帮助。2016 届贫困毕业生

91 人，全部落实工作，就业率达到 100%。

(七) 服务学生、设立专职队伍

学院建立了一支专职的毕业生就业工作队伍。实践指导教师(大三班主任)专

职负责毕业生的实习就业工作，帮助落实毕业生实习就业政策指导、岗位推荐、

与实习就业单位和学生的日常沟通等工作。各分院根据专业情况，组织实践指导

教师(大三班主任)采取有效的联络方式并实地走访在实习就业岗位上的毕业生，

了解掌握顶岗实习情况、解决学生在实习就业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进而帮助落

实毕业生实现就业。学院直接从事毕业生就业工作的专兼职人员达到 46 人。

五、毕业生就业发展趋势

（一）毕业生人数变化趋势

从近七年的数据看，我院毕业生人数呈现缓步阶梯状增长趋势，从去年开始，

我院毕业生人数维持在了 2300 人左右，预计 2017 届毕业生人数为 2290 人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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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学院 2010-2016 届毕业生人数

（二）毕业生就业率变化趋势

近几年，我院应届毕业生初次就业率均在 98%上下波动，幅度一般在一个百分

点左右，相对稳定。我院在力求维持就业率稳定的基础上，努力提高毕业生就业

质量。

图 8：学院 2010-2016 届毕业生初次就业率

（三）毕业生就业起薪水平变化趋势

根据学院组织的就业相关调查，我院毕业生近几年初次就业的起薪水平呈平

稳增长的趋势，2016 年再次达到近年最高 2748 元。根据浙江省教育评估院近年的

调查数据，在毕业一年后，我院毕业生的平均月收入水平还将增长 1000 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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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乘务、民航安全技术管理等个别专业预计能增长更多。

图 9：学院 2011-2016 届毕业生初次就业起薪水平

（四）毕业生创业人数变化趋势

国家和社会越来越重视和关注创新创业，学校也从多个方面支持和促进毕业

生投身创业。近五年来，我院应届毕业生初次就业就投身创业的学生人数从 2012

年不到 10 人，逐年增长至 2016 年 26 人，比例从不足 0.4%增长到 1.1%。根据 2015

年、2016 年浙江省教育评估院连续两年的调查数据，我院毕业生在就业一年后，

投身创业的学生比例明显增长到 6%和 9%以上，连续两年位于省内高职高专院校前

列。

图 10：学院 2012-2016 届毕业生创业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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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就业对教育教学的反馈

（一）反馈数据，助力专业建设

学院在人才培养上每年修订出台以社会岗位实际需要为核心的各专业职业人

培养方案。就业职能部门根据修订的需要，针对性、系统性的收集与我院专业相

关的社会单位岗位信息，配合开展相关调查，及时提供相应数据及分析报告，同

时也注意数据的积累和延续性，努力做到提供的就业数据即能反映专业建设的优

势，也反馈专业发展的薄弱环节和难点。同时为学院优化专业组合，调整招生专

业，提供参考数据，近几年，我院招生专业进行的调整，就业数据起到了重要的

参考作用。

（二）数据积累，助推产教融合

就业职能部门逐步完善社会用人单位数据库，不断跟踪用人单位录用毕业生

变动情况，重点关注实习实训基地对就业的促进作用以及就业热点单位的延续性

和稳定性，逐步转变专业间资源不等量的状况。不断跟踪在实习实训基地实习或

见习的学生就业推进的情况，促进实习与就业的密切联系，以实习为基础，以就

业为目的。拓展实习实训基地建设，抓好实习与就业的有效链接，推动专业教育

主动与企业开展合作，让企业也能参与到人才的培养中，体现人才培养水平和就

业质量的提升。

（三）跟踪调研，反馈师资需求

就业职能部门分析我院毕业生就业的特点，跟踪学生就业行业、岗位的变化

趋势，关注毕业生就业后职业发展变化，搜集社会、行业和单位对毕业生职业能

力的评价和对学院教育培养方向和内容的需求，反馈师资需求信息，适应学院高

职教育特点和行业需求。为了将毕业生培养成适合行业和岗位要求、具有实际操

作能力的应用型人才，要把提高有行业岗位工作经验、应用型师资的比例，增加

“双师型”教师数量，以及与行业企业合作培养作为师资建设的主要方向，把引

进行业和企业专家成为学生的导师作为重要的师资补充途径。

（四）完善考评，促进教学提升

学院每年调整和修订就业工作考核制度，不断完善各项考核指标，不仅单纯

考核就业率的硬指标，也不断增加专业相关度、就业满意度、就业稳定率、起薪

等反映就业质量的指标，客观反映人才培养的实际效果，促使学院各分院、系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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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专业教育质量，更注重实践培养，推进实习基地转变为就业基地的建设方向。

同时，根据毕业生就业情况的变化趋势，不断研究和探索能更科学反映毕业生就

业质量和职业能力的考核指标体系。

学院就业职能部门每年将以公布年度就业质量报告为契机，以相关大学生就

业创业调查为基础，合理设置调查项目，不断完善分析研究方法，为调整专业设

置、修改职业人培养方案和确定招生计划提供参考依据，为办人民满意的职业院

校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