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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ten problems about employment guidance in applied university are 

proposed. The problems are classified into three parts: Students’ personal weakness; Problems 

about Communication between students, employers and schools (SES); Problems about job fairs. 

Applied universities in Zhongyuan and Xinjiang area are chosen as examples to analyze the reason, 

and several ways are proposed to solve the problems. We also indicate that, HR (human 

resources)-infiltrated system and SES networks are applicable and necessary in applied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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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提出了技术应用型本科院校和职业院校组织与实施学生就业工作过程中存在的关于学

生择业观念、校方-学生-用人需求单位三方间的沟通、招聘组织形式等三方面的十个问题。

在中原地区、新疆区域技术应用型本科和高职院校开展调研，分析了这些问题存在的原因，

提供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措施和方法。运用实例指出了招聘组织渗透应用型本科院校和高职院

校教学和学生管理体系、形成常态化校-企-生三方互动就业网络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关键词：就业；应用型本科；校-企-生互动就业网络；招聘 

1. 引言 

随着中国高等教育规模和水平的逐步上台阶，职业教育事业正快速发展，体系建设稳步推进。

[1-2]各类高校的就业工作体系也在同步发展；逐步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旨在满足社会对各

类人才需求和大学生实现人生抱负、回报社会、实现就业的高校就业和创业运行体系。作为

国家倡导的技术应用型大学，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和技术技能应用型本科院校，其主题学生的

年龄在 20岁—26岁之间，应届毕业生年龄主要集中在 26岁以下年龄段。这个年龄阶段的年

轻人正处在生理、心理发育的高潮期，其世界观、价值观处于形成阶段的后期；他们在就业

过程中的心理和生理表现与学术研究型大学本科、研究生层次的学生相比特点鲜明。主要表

现在：职业发展的不确定性、个人社会适应能力的幼稚性、职业意向的冲动性。[3]以中原地

区和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技术应用型本专科学校为研究对象，面向该类别院校的学生就业工

作，总结近年来应用型本科院校学生就业工作的经验，有以下问题需要关注。 

2. 学生择业观念方面 

2.1． 学生职业发展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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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踪样本区域 10所技术应用型本专科学校 2005-2011 级学生就业变化和职业发展轨迹，发现

超过 73%的学生在初次就业三年以后其就业行业发生了变化，其中近 38%的学生再就业行业跨

度很大，如由制造业转为文化产业或服务领域等第三产业。因此，我们认为，目前技术应用

型院校学生职业发展的不确定性是就业指导和影响招聘进程的第一关键要素。在就业指导和

应聘实践中，我们采取了针对性的应对措施，取得了好的效果。其一是筛选既结合学生专业

发展又有宽口径职业发展空间的单位和岗位提供给学生。[4-6]这就要求校方对用人单位有一

个综合的评价和考量。其二是在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方面，摒弃所谓的“知识结构的岗位够

用”的错误观点，尽量使学生的职业基础宽泛，以适应学生在社会环境中职业生涯随着人生

阅历和社会变迁而变化、提升的需求。[2]这就要求在教学实施中不能局限“专业需求”，而

要符合“职业需求”。有错误观点认为学生更换就业岗位和就业单位会影响校企间的互信与合

作，或者认为学生不够“忠诚”。事实上，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进程，个人职业、岗位的变化

是不可抑制的也是必须的，学生与用人单位在工作过程中的双向选择对生-企双方也是利大于

弊的。 

2.2． 学生个人社会适应能力的幼稚性 

追踪样本区域 10所技术应用型本专科学校 2005-2011级毕业学生从顶岗实习到就业之初的第

一个半年时间的表现，我们发现，技术应用型院校学生个人的社会适应能力是幼稚的。这是

影响应用型本科院校学生就业实施与校园招聘的第二个关键因素。其幼稚性主要表现在学生

对求职企业的盲目、个人就业的盲从、对职业理解的肤浅。调查表明，从顶岗实习到就业之

初的第一个半年时间，影响学生选择职业的因素中，“企业地域”、“和要好的同学一起工作”、

“家长认可”、甚至“企业的名称”对学生的影响所占比例接近 45%。而“个人未来的职业规

划”被 50%以上的学生选择为工作后再说；“个人职业特点”也被近 40%的学生忽略。并且在

就业之初的半年时间，近 80%的学生仍按照在校学生的视角而非职业人的视角看待工作岗位。

表现在“希望工作每天都是新的”、“希望工作环境不要一成不变”等。针对这样的问题，我

们在实践中采用了校企合作育人、加强就业指导，开设创业课程，提供创业训练，制定创业

政策，形成创业文化，系统地从指导教师、政策、制度、经费、文化上支撑创业教育；[7-8]

就业指导工作面向学生毕业后延伸、企业在学生就业前主动进入学校参与职业人的培养；[9]

取得了较好效果。 

2.3． 学生职业意向的冲动性 

就业中的职业选择冲动性对于青年人来说是难免的。追踪样本区域 10所技术应用型本专科学

校，在对学生的就业指导和招聘实施中，这一因素表现出的影响度尤为突出。其直接后果是

影响学生就业的稳定，造成在就业之初的三个月内学生对用人单位的违约。避免这一问题的

方法是给学生在就业决策上、尤其和用人单位签约前有个缓冲区间，如指导学生通过参观就

业意向企业、访问同单位同行业就业校友、和企业的代表充分交流，安排学生在顶岗实习期

间到就业意向企业的实际岗位见习。 

3. 与用人单位的沟通方面  

3.1． 用人需求的信息获取 

技术应用型院校学生职业发展的不确定性是学校开展就业指导、影响招聘进程的第一关键要

素。为了使学生在职业生涯中的宽口径发展，校方对用人单位的综合的评价和考量是必要的。

这就要求高校能够准确地获取就业单位信息并准确地传达给有需求的学生。获取就业信息是

首要的，推介信息是保障就业单位和学生双方利益的重要手段。我们的做法是建立广泛的就

业基地，长期保持对企业的了解，利用回访企业、对企业的专项调研等方法，掌握企业的动

态即时信息。同时，对长期实行校企合作的用人单位，考评在该单位就业的往届校友，掌握

他们详实的职业生涯发展动态变化，指导符合企业隐形用人条件（如企业对员工的性格特点

需求、职业倾向需求）的学生应聘；对新增的就业基地，则考察其在职员工的工作状态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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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校学生的就业引导。 

3.2． 学生就业意向的准确表达 

在学生入学之初就开展职业规划和就业引导，掌握学生的心理、性格、职业特点，形成学生

的职业发展规划。[9]尤其组织专门的心理辅导教师，挖掘学生潜意识中对于个人发展的倾向、

挖掘学生对于未来设计中的心理倾向。[10]会同学生监护人对学生的就业意向、职业倾向做

出合理、相对准确的表述。 

3.3． 校方对用人单位和学生的双向推介 

在长期的实践中，我们觉得，校-企-生互动就业网络的长期持续运行是做好高职学生就业的

保障。校方作为纽带，从一届学生入学之初、一个企业的用人意向形成之始，把企业、学生

通过学校紧密联系在一起，就能够有效保障三方的需求，形成良性互动共赢的局面。 

4. 招聘组织方面 

4.1． 大规模的多企业联合现场招聘会 

这种组织方式的有利之处在于方便快捷地完成大范围的学生就业需求。是目前许多院校和就

业管理机构通行的招聘组织方式。但在技术应用型院校的校园招聘运行表明，其组织的弊端

也很明显。主要表现在学生与企业间的双向选择的不确定性，一家单位会接到很多盲目的求

职要求，而最终的签约率很低。其二是职业指导教师很难在这样的招聘会议中起到引导作用。

对比发现，好的方法是控制招聘单位规模，实施先期宣传发布引导学生对就职单位的理性选

择。 

4.2． 独家用人单位的现场招聘 

这种组织方式的有利之处在于招聘双方的目的性明确，签约成功率高。其组织的弊端在于学

生缺乏选择性，往往会陷入“是否继续等待其他单位来”的困惑。相对于大规模招聘会，整

个就业实施周期、尤其招聘的组织周期拉长。对比发现，好的方法是分散校方招聘管理职能，

形成院系多层次的招聘组织形式。 

4.3． 用人单位的远程招聘 

网络时代，信息通讯方便快捷。网络招聘逐渐进入技术应用型院校招聘的组织形式中。这种

组织方式的有利之处在于便捷，节约了招聘成本。其组织的弊端在于校企生三方的交流不够

充分。在组织实施网络招聘中，校方对用人单位的筛选一定要慎重、注重做好监督管理。 

4.4． 校方主动推介的就业形式 

这是一种新型的推介学生就业的方式。其活动的核心仍然是企业和学生，纽带是高校。组织

的方式是，由学校组织策划就业学生的个人信息，面向校企合作信息库中的就业单位进行匹

配筛选，定点定向面向用人单位发布，主动推介岗位匹配的学生与企业沟通联系。这一方式

的有利之处在于生-企间签约的成功率高，学生就业的稳定性较好，并且校-企-生三方在这一

进程中都具有明确的目标性、三方均具有主动性； “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为这种繁多

因素的关系匹配创造了很好的技术条件。这种方法的弊端是需要校方投入较多的人力和物力。 

5. 结束语 

技术应用型高校的就业体系还包括创业、升学深造、学生职业方向的重新设定和改变等问题。

做好学生的就业，完善技术应用型高校的就业体系是培养合格社会建设人才、满足高校、用

人单位和学生三方需求的关键。应用型高等本科教育必须紧密跟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1]

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人力资源强国、高等教育强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目标的需求，为技术

应用型高等教育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和历史机遇，需要技术应用型高校有新型的管理运作机制

与国家的政策相适应。就业创业体系的构建是目前发展技术应用型高等教育的一个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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