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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nnovative management culture and management mode, refinement management 
is applied to college students career guidance which can guide undergraduate to adjust their 
mentality, rational thinking and rational positioning in time. The management mode aims to 
establish the occupational development view suitable for their own reality. Built on the inherent 
requirements of fine service of career guid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ifficulty faced by the career 
choi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applied concept of college at present. Teacher training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vocational guidance, the top-level design establishment of talent training and the 
concrete practice of promoting the fine service of career guide for undergraduate is discussed. The 
purpose is to realize a systematic path choice of refined vocational guidance in applie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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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精细化作为一种先进的管理文化和管理方式，将其应用到高校大学生职业指导当中，

可以引导大学生及时调整心态、理性思考和合理定位，确立与自身实际相契合的职业发展观。

本文基于精细化职业指导的内在要求，分析了目前应用型大学职业选择与发展面临的困境，

提出了提高职业指导教师队伍素质、做好人才培养顶层设计、精细化推进大学生职业指导的

具体实践，实现应用型高校职业指导精细化的系统性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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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在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持续发展背景下，社会各个行业也得到突飞猛进发展，对新时期人才

也提出更高要求，为促进高校大学生更好就业，加强精细化职业指导至关重要。本文结合吉

林化工学院当前大学生职业指导实际状况进行分析，并提出几点行之有效的精细化职业指导

策略，旨在引导大学生能够结合自身专业特点和兴趣爱好，构建相契合的职业发展观，进而

推动大学生根据所树立职业目标开展针对性学习和锻炼，使高校大学生获得更好发展。 

2. 应用型高校大学生职业指导现状分析

随着现代教育事业不断发展，吉林化工学院在为社会发展培育更多专业化、高素质优秀人才

的同时，对学生职业指导也加强了重视，但是实际执行过程中依然存在诸多问题丞待解决，



 

这些问题主要表现为：（1）理念不新，虽然学校已经充分认识到职业指导对大学生发展的重

要性，但是受到职业指导经验缺乏影响，使得该项工作开展不够细致和全面，再加上日益严

峻的大学生就业形势，导致职业指导更加偏向于提高大学生就业率，对职业指导中的自我认

知和职业发展则有待加强；（2）队伍不专，尽管学校创建了专门部门开展职业指导工作，但

是在实际落实过程中主要仰赖于学生工作部、学院辅导员等实现，这类工作人员本身就肩负

着较大工作重担，导致开展职业指导工作时不够完善和细致，难以达到精细化职业指导要求

和效果；（3）服务不细，在对高校大学生进行职业指导服务时，受到引导理念、人力资源等

方面的制约，导致整个职业指导服务流程不够系统和缺乏针对性，尤其是大学生潜力挖掘、

职业认知、创新意识提升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努力[1]。 

3. 应用型高校大学生精细化职业指导的具体实践 
在对吉林化工学院职业指导中存在的理念不新、队伍不专和服务不细问题了解和分析以后，

也要采取有效措施推进职业指导精细化进程，使职业指导积极作用在大学生学习和职业发展

中得到充分体现。 

3.1. 提高职业指导教师队伍素质 

职业指导教师需要不断提升自身专业水平，在系统掌握专业理论和积累丰富教育经验的同时，

也要注意提取经典职业发展案例，让大学生更加全面和深刻的了解职业相关知识，也为大学

生提供经验性指导。同时，实际指导时老师也要重视学生的观点和意见，并通过换位思考对

职业指导形式和内容进行完善和优化，老师也要积极主动参与到各种各样人才招聘会中，对

人力市场实际情况进行调查和分析，同时加强社会企业和单位沟通交流，在把握不同行业职

业特征和要求的基础上，在职业指导中将这些经验渗透给学生，也能够引导学生加强学习和

实践，以获得职业发展能力[2]。 

3.2. 做好人才培养顶层设计 

吉林化工学院开展教育教学工作，主要是为社会经济发展培养和输送更多专业化和应用型优

秀人才，实际教学中也更加注重学生专业知识和综合能力进行培养，因此在开展职业指导工

作时也要贯彻这一人才培养理念，为后期开展精细化职业指导奠定良好基础。同时，学校也

要做好课程体系、教学模式、教学内容等规划设计工作，使学校人才培养目标更加明确，在

落实职业指导工作时也要将人才培养目标融入到专业分配、职业引导等工作流程种，并通过

第二课堂对学生专业素养、职业能力等进行培养。此外，学校领导和教育人员要明确职业指

导理念，并加强人力资源建设和制度设计，学校各个专业教师也要加强教育改革创新，将职

业素质培养融入到实际教学工作当中，教辅人员也要创新服务理念，在加强专业建设基础上，

重视第二课堂，使大学生得到更加全面发展。 

3.3. 精细化推进大学生职业指导 

在精细化推进大学生职业指导时，需要做好以下工作：（1）提高大学生职业认知，学校可以

通过职业讲座、创业选修课、职业心理学等方式，引导学生更加理性和清晰的认识自己，并

提高学生职业认知和树立正确职业观，对后期学生学习和职业素养培养也能够打下良好基础；

（2）阶段性职业引导，在了解大学生职业需求以后，对学生开展阶段性的职业指导，在第一

阶段需要培养学生职业认知和注重基础知识和能力培养，第二阶段则注重引导学生根据自身

建立的职业发展规划，发展与职业相对应的其他能力，如：合作意识、人际交往能力等，第

三阶段则主要引导学生积极参加专业实训和社会实践，在实际岗位中扎实专业知识和能力；

（3）个性化职业引导，大学生精细化职业引导也要体现出个性化特征，通过专业分配、兴趣

评估等方式将学生职业划分为多种类型，针对不同类型职业实施不同职业引导，同时充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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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大学生社团力量，组织和开展多样化专业培训和训练活动，甚至还能够引入外部资源，如：

邀请职业达人、相关专业专家等，不仅可以满足大学生个性化职业发展需要，还能够使大学

生具备职业发展其他能力，进而推动大学生获得更好发展；（4）做好职业指导评估工作，通

过职业指导评估可以对学校大学生专业学习和职业指导工作存在问题进行及时发现，并在充

分了解学生职业诉求基础上，对职业指导内容、指导方式等进行完善和优化，学生也能够更

加清晰的掌握不同职业需要及要求，并在后期学习中对专业知识、基础能力、职业素养等加

以完善，大学生职业指导更会变得全面和细致，并对大学生学习和未来发展起到良好指导作

用[3].  

4. 结论 
应用型高校在开展精细化职业指导时，需要确立自身人才培养理念，并将其融合到职业指导

各个环节当中，通过做好人才培养顶层设计、精细化推进大学生职业指导、提高职业指导教

师队伍素质等措施，可以推进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实现，大学生也能够获得更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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