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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校 概 况 

浙江安防职业技术学院是一所国有公办普通全日制高职院校，创办于 2013

年 6月，由温州市人民政府联合浙江省公安厅和公安部第一研究所举办，隶属温

州市人民政府。我院是浙江省内唯一一所培养具有安防科技应用与推广能力，从

事公共安全管理、安全防范技术、安防产品设计、安防工程建设的高素质技术技

能型人才的公办高职院校。 

学院位于温州市瓯海区郭溪街道，毗邻温州南动车站。学院规划占地总面积

约 1000 亩，总投资 15亿。学院教学实训设施齐全，建有电工电子技术、视频监

控、虚拟仿真、数字媒体和程序设计等实训室；我院重视开展科学研究和实践服

务，设有国家安全防范报警系统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温州工作站、交互设计研

究所及安防工程技术研究所等多个研究机构，还与温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联

合共建“温州安全生产学院”。学生住宿条件优越，四人间，配备空调和电梯等。

同时，学院拥有室内实弹射击靶场、汽车驾驶训练场、综合训练中心、室内标准

恒温游泳池等,为丰富学生课余生活提供良好的条件。  

学院现设“两系一部”：安全管理系、信息工程系和社科·基础部。设有公

共安全管理、工业设计（信息交互设计方向）、工程造价、安全防范技术、物联

网应用技术、消防工程技术等 6个专业，其中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为市重点专业。

现有全日制在校生 1120名（包括政法干警体制改革试点班学生），教职员工 143

人，其中普通专任教师 81人，警校教官 49人。专任教师具有研究生学历或硕士

及以上学位的教师占 81.1%；副高及以上职称专任教师占 25.7%。 

学院坚持立德树人，创新“准警务化”教育管理模式，培养学生良好的行为

规范和优秀的人格品质；突出教学中心地位，实施教学质量工程，大力推进创新

教育、创业教育；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同温州市政法委、浙江宇视科技有

限公司、浙江天地人科技有限公司等 50 多家单位，建立合作关系并设立校外实

习基地。 

全面加快“平安中国”建设和构建社会治安立体防控体系是党中央、国务院

的重大决策和部署。迅猛发展的安全产业作为国家重点支持的战略产业，为学院

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和发展空间；也为安防学子展示才华和优质就业开辟广阔

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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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说明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编制发布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的通知》 

(教育厅函[2013]25 号)文件要求，学校编制和正式发布《浙江安防职业技

术学院 2016 届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本报告数据来源于两个方面： 

1. 数据来源于浙江安防职业技术学院网上就业网络系统，截止日期为 

2016 年 12月 20日。 

使用数据主要涉及毕业生的规模和结构、就业率、毕业去向、就业流向等。 

2.就业创业部调研数据，调研面向全校 2016 届毕业生，自 2016 年 11

月 10 日至 2016 年 11 月 22 日，历时 12 天，共回收有效问卷 87 份，回收

率 95.60%。 

使用数据涉及就业相关分析及对教育教学的反馈部分 

 

 

 

 

 

 

 

 

 



5 
 

 

第一部分 毕业生就业基本情况 

一、2016 届毕业生生源地及男女比例 

（一）2016 届毕业生生源地 

浙江安防职业技术学院 2016 届共有毕业生 91 人，均为公共安全管理专

业。毕业生以温州市偏多，占到总人数的 43%，其次是绍兴市和宁波市，分

别占 16%和 9%。 

 

   （二）2016 届毕业生男女比例 

浙江安防职业技术学院 2016 届毕业生当中，男生占总人数的

59.42%，女生占总人数的 40.58%，男女比例为 1.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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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毕业生男女比率图 

第二部分 毕业生就业相关分析 

一、2016 届毕业生就业率及流向 

截止 2016 年 8月 25日，我院 2016 届毕业生已经就业的总数为 89人（含创

业 1人），总就业率为 97.8%。 

（一）就业率统计（截止 2016 年 12月 20 日） 

表 2-1初次就业率统计表 

就业标志 合计 比例 

签就业协议形式就业 35 38.46% 

签劳动合同形式就业 37 40.66% 

其他录用形式就业 13 14.29% 

待就业 2 2.20% 

自主创业 1 1.10% 

自由职业 2 2.20% 

升学 1 1.10% 

总就业率 89 97.8% 

（二）毕业生就业地区流向 

2016 届毕业生就业流向还是以生源地为主，在外省就业仅一位同学。温州

市占 40.66%，绍兴市占 18.68%，杭州市和宁波市 8.79%，还有嘉兴和金华等市。 

（三）毕业生的就业单位性质流向 

近几年来，毕业生就业单位的性质越来越向多元化趋势发展。党政机关、

事业单位、企业等成了我院毕业生就业的主要渠道，从我院 2016 届毕业生的就

业单位性质的实际情况来看，考取公务员事业单位的占有 8.8%，企业单位占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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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学也成为专科毕业生的一个重要选择，共有 48.4％的同学通过专升本或者自

考考取了本科文凭，升学专业一致性：本科专业与原专业一致以及相近/相关的

占比为 97.72%，专业深造延续性相对较高。 

（四）主要就业单位 

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 浙江宇视科技有限公司 

温州市赛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瓯海公安局 

温州中安梯联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温州市九色马科技有限公司 

丽水安邦有限公司 宁波海视智能系统有限公司 

长江航运公安局南通分局 浙江集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二、自主创业 

创业行业：我院 2016 届毕业生中，共有 13 人选择有自主创业

的意愿，其创业理想行业以“餐饮服务”和“特色产品和私营企业”

为主。 

创业知识：我院 2016 届毕业生中，大部分创业知识来自亲身实

践、学校授课以及家庭环境。 

创业需求:在所有毕业生中，大部分认为创业所需首当其冲是资

金其次是技术。具体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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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薪酬 

月均收入水平：2016 届毕业生月均收入主要集中在 3000 元——4000 元

（70.1%），其次是 4000—5000元（17.2%），2000——3000 元的仅占 3.4%，5000

元以上占 9.2%。 

 

四、专业对口度 

57.97%的毕业生认为就职岗位与所学专业相关度较高；可见我校

专业设置符合社会需求，毕业生能够学以致用。 

34.78% 

15.80% 
13.50% 

2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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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毕业生创业需求比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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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2016届毕业生薪酬水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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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就业满意度 

69.57%的毕业生对目前工作的满意度处于基本满意及以上，且其

对目前工作各方面的满意度均处于较高水平；表明毕业生对初入职场

的岗位和发展前景等方面比较认同，目前已落实的工作整体比较符合

自身就业期望。 

 

 

第三部分 毕业生就业反馈 

一、就业信息 

2016 届毕业生中大部分获取就业信息的渠道是人才招聘市场以

及亲戚朋友介绍，其次是校园招聘会，所以本院应当时刻关注人才

招聘市场的动态消息，为毕业生就业保驾护航。 

图 3-1 2016 届毕业生就业就业信息获取渠道比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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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2016届毕业生就业满意度比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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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就业指导 

2016 届毕业生认为学院应当更加关注就业形势及政策（47.83%）、

面试技巧（44.9%），其次应当关注就业信息（43.48%）并给予学生

相关的就业指导。具体情况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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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2016届毕业生就业指导关注比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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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就业创业工作主要举措 

一、拓宽就业创业渠道 

一是搭建就业供需平台。为促进学生更好地就业，营造良好的就业氛围，加

强与政府部门（政法委、综治办）、行业协会等合作，拓宽就业渠道。二是搭建

校企（地）合作平台。加强与市县两级的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人才交流中心、

政法委、综治办等政府相关部门的交流与合作。三是积极利用社会资源。加强与

各行业协会（如中安梯联）、各组织的交流与合作。四搭建创业平台。与温州欧

尚文化投资有限公司共建“欧尚创意园众创空间”，与金州电商城共建“安防学

院-金州电商城创新创业基地”。帮助和扶持更多毕业生自主创业，逐步提高高校

毕业生创业比例，进一步加大对毕业生自主创业的扶持力度。 

二、完善就业信息发布平台 

建设学院就业网站，及时更新毕业生信息（手机号、QQ 号、微信号、邮箱

等）；多渠道收集用人单位需求信息，通过就业网、学院宣传栏、QQ群、微信群、

短信平台等及时发布，最大程度发挥就业网作为就业政策宣传和就业信息传播的

主阵地功能，为学生和用人单位提供更方便快捷地服务。 

三、开展双选洽谈活动 

采取“请进来、送出去”相结合的方式。请浙江宇视科技有限公司、温州中

安梯联电梯工程有限公司等用人单位进校开展校园招聘活动，送毕业生到招聘会

现场、相关企业应聘。开展多种形式的毕业生就业双选洽谈活动，举全院之力，

推荐毕业生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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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优化就业指导服务 

开展就业实务讲座，加强就业形势、就业政策、简历制作、面试技巧和求职

礼仪培训，实现高年级就业指导“全覆盖”；组织生涯规划大赛、简历制作大赛

等活动，实现低年级学生就业“早教育”。 

五、加强创业指导工作 

加强创业项目选拔机制，提高创业项目成活率和团队转化率，切实扶持一批

大学生实现自主创业，指导我院“城市公共电动自行车智能租赁”创业作品在浙

江省第十届挑战杯大学生创业大赛获铜奖，帮助学生团队成功注册“温州市九色

马科技有限公司”。对接省级职业生涯创新创业大赛，组织学生参加第八届浙江

省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赛，我院选送的两个作品分别获高职高专组二等奖和三

等奖。学院还积极创造条件，打造特色创业基地，如“创意咖啡长廊”，以培养

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业实践能力。 

六、建设就业创业师资队伍 

学院重视就业创业指导队伍建设，组成由校外企业家、专业老师和校友等 

组成的团队，为毕业生和在校生的创业和就业做好积指导，特别重视发挥学院专

业老师结合自己专业指导学生创业活动和就业工作。 

 

                                          浙江安防职业技术学院 

                                          2016 年 12月 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