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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n the part of employers and graduat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tandards and requirements of 

employers and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graduates employment, and points out that the information asymmetry situation still exists between 

graduates and employers. The self-orientation of graduates and the needs of the employers exist differences, and there is a certain 

deviation between the cultivation mode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 demand of the society. It is successful to enhance graduates 

employability and promote graduates employment, only when the employability of graduates and the talent demands of employers should 

be consistent and strive to dynamic m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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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用人单位的高校毕业生就业能力提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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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对部分用人单位和毕业生的调查，分析了用人单位人才需求的标准和要求，以及毕业生就业的实际情况，指出毕

业生和用人单位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依然存在。毕业生自我定位和用人单位需求存在偏差，大学生培养模式和社会需求存在一定

偏差。只有毕业生能力应当与用人单位的需求达到动态匹配，才能提升毕业生就业能力，进而促进毕业生成功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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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近年来我国高校毕业生人数一直呈递增状态，2014 届

毕业生规模达 727 万人，而 2015 年 2015 届高校毕业生人

数将达 749 万，就业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就业是民生之

本，经济全球化进程和技术进步在推动经济增长和增加就

业机会的同时，也必然带来就业的不稳定性和就业者的失

业风险。大学生就业能力与用人单位选才标准无法达到动

态匹配，导致大学生“就业难”与用人单位“招人难”矛

盾的产生。大学生培养质量是否与社会需求相匹配，能否

满足用人单位的要求是高校普遍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在激烈的就业竞争中，大学生成功就业要依赖自身的专业

素养和综合素质，但由于毕业生就业招聘中用人单位对毕

业生的考察往往受到时间、精力等所限，只能在很短时间

内做出人员招聘的选择，所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毕业生能

否应聘成功取决于在应聘过程中的表现是否可以和用人单

位的需求相匹配。 

 

图 1  2001-2015 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pplie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CASSR 2015)

© 2016. The authors - Published by Atlantis Press 698



由于大学生的大学经历是相似的，存在很强的同质性，

但他们的学习成绩、综合素质却不尽相同。高校对学生的

评价机制与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评价机制是不同的，在与

用人单位交流过程中经常会听到“好学生不一定是好员工”

的说法，用人单位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学位，他们更希望

毕业生能表现出扎实丰富的知识结构和出色的个人品质

等。学生时代主要依靠的是智商，而职场更注重的是情商。

用人单位招聘的目的招聘的是最合适的人，而不是最优秀

的，了解用人单位的选才要求，针对性的培养有利于成功

就业的关键因素，对于即将走向社会的毕业生而言就显得

尤为迫切，同时对于未毕业的学生来说也非常重要。 

2．调查实施 

为了解毕业生就业能力的基本情况及其与用人单位需

求的匹配程度，以为提高高校毕业生就业能力提出合理建

议，本研究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2014 年 9 月对江苏省部

分用人单位以及徐州市某高校2014届部分毕业生进行了调

查，采取直接发放调查问卷和网络问卷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同时对部分用人单位和毕业生进行了深度访谈，以期对大

学生求职能力更深入的了解。 

在调查中，共调研用人单位 40 家，其中国有企业 10

家，民营/个体企业 22 家，政府机构/科研或其他事业单位 3

家，中外合资/外资企业 5 家，共发放调查问卷 200 份，有

效问卷 195 份。调研徐州市某高校 2014 届毕业生，发放调

查问卷 300 份，其中有效问卷 290 份。 

3．调查结果分析 

在调查中发现，毕业生的准备与用人单位的需求存在

一定差距。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期望与毕业生在招聘过程

中展示出的能力有一定偏差。 

3.1  用人单位人才需求情况分析 

用人单位性质和提供岗位不同，对高校毕业生的要求

存在较大的差异。就用人单位的问卷数据显示，用人单位

在选聘毕业生时候最关注的是人际交往能力、所学专业、

其次是沟通协调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创新能力等。可

以看出，专业位居用人单位招聘人才标准的第二位，第一

位和第三位均是人际能力。可以发现国内用人单位与其他

国家选才标准在逐步接近，反映出经济全球化趋势带来的

人才需求标准的变化。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大多数用人单

位非常看重学生的实践能力，认为实践能力较强的学生动

手能力、创新能力以及人际能力等要好于单纯成绩优秀的

学生，同时进入职场后实践能力强的学生社会适应要好。 

 

图 2 不同类型用人单位招聘员工标准 

建议大学生应该注重自身的全面发展，提高就业竞争力，

以期与用人单位期望的就业能力相匹配。 

从图 2 中可以看出，国有企业、政府机构和事业单位

等更加重视学习成绩、学生干部经历、毕业院校等背景的

标准，民营、三资企业更看重的是毕业生的实习实践经历、

毕业生性格和岗位的匹配度、沟通能力等。同时从数据中

可以看出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新能力近年来已经愈来愈受

到用人单位的重视，这与信息化时代的要求相吻合。 

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整体满意度达到 82%，其中对毕

业生的团队精神、职业道德、专业技能等表示非常满意和

比较满意，但对毕业生的创新精神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未达

到 50%用人单位的肯定。说明目前毕业生的整体素质得到

了用人单位肯定，调查中用人单位对毕业生提出了要具有

扎实的专业基础，较宽的知识面，较强的动手能力等要求，

反映很多大学生好高骛远，期望值过高，希望他们可以在

大学期间调整好就业心态，端正态度，加强自身的综合素

质，这样才能赢得社会青睐。高校应该加强对学生创新能

力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同时毕业生人际能力和动手能

力应受到更多的关注。 

参加访谈的用人单位表示，在招聘过程中对大学生的

学习平时成绩并不是非常看重，大学生较强的社交能力和

应变能力是吸引用人单位青睐的重要因素，而这部分同学

往往能够得到用人单位的肯定，进而获得更好的机会。希

望高校可以将就业服务贯穿到教学环节，尽早让学生了解

用人单位选拨人才的要求和标准，使学生不仅仅有较强的

专业背景，更能满足社会人才需求的期望。 

3.2  毕业生求职情况分析 

对 2014 届毕业生的调查显示，大多数毕业生已经能够

对就业形势给予重视，争取就业机会具有较强的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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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毕业生对大学期间各教学环节的评价 

（1）已就业毕业生调查分析 

已就业的毕业生认为大学期间对自己帮助最大的依次

是：社会实践、专业技能、专业实习、教学实践、学生干

部经历、就业指导、各类比赛、论文设计等（见图 3）。最

需要具备的能力依次为：人际交往能力、沟通表达能力、

专业技能、应变和创新能力、解决问题能力、团队协作能

力、心理调适能力。 

已就业毕业生数据显示，顺利就业最重要的能力是人

际交往能力、沟通表达能力以及问题分析解决的能力，而

胜任工作最重要的能力有工作态度、知识和技能以及分析

问题处理问题的能力。在招聘环节，用人单位由于时间精

力所限不可能充分了解每一位毕业生的情况，那么在有限

的时间内展示出自身与用人单位相匹配的的素质成为毕业

生是否顺利就业的关键。毕业生通过自身就业过程中的感

悟在自己努力提高的同时传递给其他未就业学生，尤其是

低年级学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良性循环。 

（2）未就业毕业生的调查 

通过对未就业毕业生谈话结果显示“没有积极找工

作”，和“个人能力不强”等被大多数毕业生列为待就业原

因，也反映出学生就业能力的缺失，如时间管理能力差，

态度不积极，综合能力不足等。这部分学生往往存在较强

的被动等待心理，在面对就业时过于被动，往往浪费很多

很好的就业机会，如果他们希望成功就业，必须能够主动

积极应对就业，将自己的能力与用人单位要求相匹配，成

功把自身推销给心仪用人单位。作为高校，如果就业指导

工作能够更早惠及这部分大学生，让他们在入学开始就持

续接受就业能力的培养和就业意识的熏陶，引导其积极参

加各种就业指导活动，端正就业观念，提升就业能力，那

么这部分同学必将在就业中更加自信和积极。 

大学生在待人接物、处理问题等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是

欠缺的，他们对社会的看法往往理想化、片面化，缺少工

作和社会经验，而用人单位往往更讲求“务实”，大学生在

学校更多体现的是“智商”，而在工作中却更注重是的“情

商”。职场的优胜劣汰的残酷是很多大学生逃避面对的现

实，但也恰恰是大学生必须要面对接受的，要成为职场中

的精英，就必须在踏入社会前开始准备，这需要在大学阶

段的培养和提升，利用在校期间积极参加各种实践实习，

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融入社会，适者生存，大学生必须

主动适应社会和工作环境，不能存在消极和害怕，要正面

面对挑战，在加强专业学习的同时，多参加实践实习活动，

提高自身的社会适应能力。 

基于调查情况我们得到如下启示： 

（1）毕业生自我定位和用人单位需求存在偏差，对于

即将走出校园的大学生而言，人际能力、解决问题能力、

应变能力等都有待培养和提升，就业能力的欠缺往往导致

用人单位对其青睐的机会的流失。这为大学生今后如何成

功就业提供了思路和建议。 

（2）毕业生和用人单位之间的信息存在不对称，信息

不对称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大学生的能力与用人单位需

求达到良性的动态匹配的难度，这就造成了部分学生就业

难的状况。这为高校今后培养更有就业竞争力的学生提供

了建议。 

（3）大学生培养模式和社会需求存在一定偏差，高校

在大学生能力与用人单位要求达到动态匹配问题上作用未

很好发挥。高校人才培养和就业工作的优化提升必然以市

场为导向，高校可以在人才培养和就业指导方面进行有效

探索和改革，建立一套与社会需求相匹配的的人才培养模

式。 

3．总结与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进行就业工作思路的探索如下： 

（1）提高就业指导服务水平。高校应该实施对大学生

的全程化与个性化结合的就业指导服务。一方面，就业指

导应该贯穿整个大学生的大学生涯，全程化的指导培养对

于大学生职业定位，提高各方面能力以及合理进行职业规

划都有及其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就业指导服务应更加

多样化和个性化，大学生性格、知识结构、经历等都不相

同，在其就业过程中所遇问题也多种多样，这就决定了就

业指导必须是个性化的，这样才能使就业指导工作真正做

到不流于形式，为毕业生提供高效便捷的服务。 

（2）注重大学生实习实践能力的培养。实习经验是提

升大学生就业水平和就业能力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高校

应加强校企合作，给在读大学生定期参加实习实践的机会，

创造与用人单位接触的机会，让大学生早日介入就业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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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可以在毕业前取得一定的工作经验。另一方面，用人

单位也可以通过实习期间的考核，提前选拨优秀的人才进

行培养。 

（3）提高大学生的社交能力和应变能力。大部分学生

不能对自己所学知识很好的学以致用，在学校注重的是学

习态度，而用人单位更注重结果；大学阶段更多的是智商

的体现，职场展示的侧重是一个人的情商。在大学期间应

该多参加课外活动，注重培养社交和应变的能力，这样才

能为就业做一定的准备，更好的适应社会对人才的需求。 

（4）加强大学生创新能力和职业素养。大学生的创新

意识对就业有很大的影响，有越来越多的用人单位注重大

学生创新能力。在大学阶段应该加强学生在实践中解决问

题的创新思维，鼓励学生通过参加创新创意创业大赛，进

而提高他们的创新能力，培养创新思维。 

（5）优化专业设置。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学校应该

及时调整或增加课程，及时反映社会对人才需求的变化，

促进人才培养的市场化。大学生知识结构应与社会对人才

的需求处于匹配状态，这种匹配必然是动态的。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有限，并不能全面反映不同地区不

同类型用人单位的需求和情况，同时对毕业生调查也没有

区分专业及性别，这在一定程度上只能反映大学生共性的

一些问题，而忽略了个性的深入分析，今后的研究中将扩

大调查范围，区分度更加明晰的进行深入研究，以期取得

更有价值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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