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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the beginning of 2020, a sudden will coronavirus worldwide, triggered a serie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crisis, many 

enterprises in the outbreak of the storm declared bankruptcy, and part of the enterprise have to compress the human 

resources spending, reduce the recruitment, employment market supply decrease greatly, makes that of college 

graduates employment difficult situation is more serious, therefore, in this paper, starting from the outbreak era this 

big background, and students from schools, government, and other aspects were discussed, aimed at graduates 

employment difficult groups helping mechanism, establish and improve the precision order to promote the smooth 

employ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to provide some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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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20 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席卷全球，引发了一系列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不少企业在这次疫情风

暴中宣布破产倒闭，还有一部分企业不得不压缩人力资源支出，减少人员招聘，就业供给大大减少，使得原本

就存在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情况更为严峻，为此，本文从后疫情时代这一大背景出发，从学校、政府和学生

本人等多个方面进行探讨，针对就业困难毕业生群体建立、健全精准帮扶机制，以促进大学生顺利就业提供一

定参考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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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自 2020 年初爆发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以来，受到

防控疫情影响，各行各业受到了巨大冲击，不管是小

微企业还是中大型企业，纷纷选择裁员以控制资金支

出，各类招聘求职活动普遍推迟，另一方面，根据教

育部数据显示，今年应届毕业生人数创下历史新高，

达到 874 万人，两者相叠加，使得今年毕业生的就业

形势异常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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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毕业生群体就业现状及问题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统计，1980 年全国普通高

等学校毕业生仅有 14.7 万人，而 2020 年全国高等学

校毕业生人数突破 800 万，达 874 万人次，四十年的

时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人数翻了将近 60 倍，

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实现了从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的

转变，用四十年时间走过了其他国家六十年、七十年

甚至更长时间的道路。 

但毕业生就业困难问题一直存在，成为社会关注

的重点，尤其是受到新冠病毒疫情和经济结构调整双

重影响的 2020 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愈发严峻，

根据 BOSS 直聘发布的《2020春招就业市场追踪报告》，

报告显示春节后第三周，面向 2020 年应届生的岗位

需求环比增长 16%，但同比仍然下降 44%，百人以下

小微企业的应届生需求相比 2019 年收缩了 52%，而

今年高校毕业生供给规模的大幅度增加以及受疫情

影响部分行业不景气等因素势必加剧就业的难度。 

经过翻阅资料、走访就业部门等方式，笔者整理

统计之后认为当前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主要存在以

下问题： 

2.1疫情打击企业发展，就业岗位锐减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于 2019年 12月底在武汉爆发，

随后扩散到全国大部分地区，因其极具传染性和爆发

性，全国上下停业居家抗击疫情，国内经济活动几近

停滞，2020 年第一季度 GDP 同比下跌了 6.8%，截止

5 月，2020 年全国企业注销数量已超过 80 万家，还

呈现出未来持续增加的状态。在这一大背景下，国内

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生存尤为困难，为了自保，大

部分企业纷纷选择调整招聘岗位数量，或裁员缩招，

以应对上半年疫情停工所带来的严重影响，今年的高

校毕业生就业出现供求不平衡现象，企业市场能提供

的就业岗位远远不能满足毕业生就业需求。 

2.2学生在家养成懒惰习性，倾向选择“慢就
业” 

因疫情形势严峻不得不在家的高校毕业生，经历

了最漫长的假期，无法出门，无事可做，每天除了网

课就是吃饭、睡觉、打游戏等，在紧张、焦虑不安的

氛围之中，许多毕业生养成了懒惰习性，不愿就业甚

至抗拒就业。另一方面，因疫情缘故原本安排在春季

的招聘会推迟到下半年，学生的应聘计划也因此被延

迟，使得学生对于原本就不乐观的就业现状更加悲观

沮丧，更多倾向于选择暂缓就业、“慢就业”以应对

严峻就业形势，规避就业压力。 

2.3学校专业课程设计忽略市场需求变化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我国经济结构逐

渐进入调整转型期，就业市场对于人才的需求也在动

态变化着，但我国高校的专业设计仍然停滞不前，主

要体现在忽视冷门专业建设、专业课程学习缺乏特色，

脱离实际工作等。我国很多高校都会基于市场热门行

业来设置专业，许多当下最热门的专业每年都会开设

并且师资力量也最充分，为了吸引生源，一些高校投

入大量资源开设一系列学习课程相近的类似专业，而

忽视了冷门专业建设，这就导致了热门行业人才过剩，

冷门行业人才供给不足的情况发生，这种情况近几年

也没有得到好转。 

另外，随着社会进步，企业招聘人才的标准也与

时俱进，不再一昧看重绩点荣誉，越发重视学生的实

际应用操作能力，我们很多毕业生因为在校期间很少

有机会锻炼自己的专业技能和实际应用能力，导致了

在求职过程中屡屡失败，实际上，我国高校所开设的

一些专业课程缺乏专业特色，教师在课堂上传授理论

知识没有结合实际应用，教材的知识点落后于现实社

会发展等，学生选择该专业进行学习并不能为将来的

社会工作提供帮助，理论知识和实际工作脱节，这就

导致了一部分大学生一毕业就面临失业。 

2.4 高校招生宣传介绍不充分，学生盲目选择
专业 

在每一年的招生季当中，高校招生部门都会印制

招生宣传手册、参加各地招生宣讲会等以帮助考生和

家长进行院校和专业选择，但由于边幅有限、条件限

制等原因，许多高校在进行招生宣传时没有对各个专

业进行详细介绍说明，使得众多家长和学生对专业了

解不够深入，并不清楚这些专业未来的就业方向和前

景，学生不明确自己的兴趣爱好，仅凭宣传时的三言

两语便盲目决定自己的大学专业，这就出现了入学后

学生发现对所学专业不感兴趣或者和想象中不一样

无法坚持学习，进而递交转专业申请，但转专业条件

较为苛刻，并不是所有学生都能成功，那些未能成功

转专业的学生由于对专业学习兴致不高，自然无法有

效学习本专业知识和技能，毕业时难免会出现就业困

难的问题。 

2.5 缺少系统化就业教育指导 

大学生四年都在学校里面生活学习，对社会的认

知和了解并不多，为人处世和职场应变能力与社会工

作人士有较大差距，在求职的过程中容易紧张胆怯，

无法将自己的优势很好地展示给面试官，造成面试失

败。此外，在校期间学生对自身未来职业选择非常迷

茫，缺少系统化的职业规划指导，对自己选择的企业

和岗位没有明确方向，这也导致了高校毕业生在求职

的时候屡屡碰壁，影响未来的就业发展。 

3.后疫情时代就业困难毕业生精准帮扶机制 

3.1 政府方面 

疫情来势汹汹，全国各行各业都受到严重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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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引导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国务院联合有关部委

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扶持，如《关于应对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强化稳就业举措的实施意见》，其中提出了

一些与高校毕业生息息相关的举措，例如优化自主创

业环境，加大创业担保贷款支持力度，免费向高校毕

业生提供一定比例的由政府开发的创业孵化载体；此

外，政府还多方式拓宽毕业生就业渠道，扩大“三支

一扶”等基层公共管理岗位，扩大招生入伍、就业见

习规模，对录用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的企业给予补贴

等。 

教育部在 2020 年 11 月也发布《教育部关于做好

2021 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

着眼于后疫情时代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提出各地教

育部门要推动今明两年的政策性岗位向高校毕业生

倾斜，促进各类升学和就业工作有序衔接，鼓励各地

各高校挖掘资源，以创业带送就业，拓宽就业空间。

据悉，2020 年全国专升本考试扩招 32.2 万人，研究

生考试扩招 18.9 万人。 

3.2高校方面 

受疫情影响，传统的高校就业指导工作难以开展，

原本以线下指导为主的高校就业工作部门不得不转

移到线上开展就业指导，形成线上为主，线下为辅的

就业帮扶体系。 

3.2.1 加强毕业生心理疏导，促进心理健康发
展 

年初严峻的疫情形势使得高校毕业生的心理压

力较大，口罩紧缺、医疗物资匮乏、病毒传染力强等，

使得社会上的恐慌心理加剧，而高校毕业生本来就面

临着并不乐观的就业形势，在此氛围下，心里极容易

产生焦虑、不安等不良情绪。 

因此，高校要注重学生心理疏导，开通毕业生专

属 24 小时心理咨询热线，安排专业心理咨询师通过

邮箱、电话、现场谈心等形式，了解毕业生压力来源，

有针对性进行疏导缓解，此外，毕业班级辅导员也要

时刻留意毕业生心理动态，利用腾讯会议、微信群、

QQ 群等网络平台举行、发布心理疏导小知识，帮助

毕业生自我判断和自我缓解，引导毕业生合理寻求外

部帮助，促进心理健康发展，更好地应对就业。 

3.2.2搭建就业信息联动平台，实现资源共享 

出于疫情防控需要，线下招聘会基本不允许举办，

企业招聘面试由线下转移到线上，高校就业部门充当

就业单位和求职毕业生的“牵线员”，应该及时与网

络招聘平台沟通联系，了解学生求职动态，建立毕业

生就业追踪档案，针对就业困难毕业生实行专档管理，

定点推送招聘信息；搭建学校专属就业信息联动平台，

在该平台上，高校就业指导部门联合网络招聘平台发

布企业招聘信息，毕业生可以通过搜索筛选功能选择

心仪企业和职位进行在线简历投递，引导企业在联动

平台上举办网络宣讲会、线上双选会、视频面试等，

同时，在平台上也会设置简历修改、面试辅导、互动

答疑等功能板块，帮助毕业生解决求职过程中遇到的

常见问题，实现无缝衔接指导。 

3.2.3 完善在校求职就业指导教育，形成系统
化辅导 

学生在校期间，应该系统地学习求职、规划自己

的就业方向，为此，高校就业部门应该联合教务处、

学生处等相关部门，在校内针对毕业生举办就业辅导

培训，开设电子简历制作修改、视频面试辅导、求职

岗位选择等相关培训课程，为毕业生提供实实在在的、

具有实际操作性的就业指导。针对非毕业学生，从大

三开始设置求职规划课程，由专门的就业指导老师引

导学生为将来的求职意向做好准备和规划，引导学生

利用寒暑假时间参加公司实习、事业单位见习等，在

实践中结合理论知识，了解自己的就业方向和求职意

愿。 

3.2.4 优化专业设置，提高课堂教学实际应用
水平 

高校应该结合学校实际情况，整理学校开设的专

业和课程，在充分调研了解市场的人才需求后对学校

专业课程设置进行优化，撤销一部分相似专业，避免

出现热门专业扎堆、资源浪费的现象，集中力量打造

“金牌专业”，提升专业度，对于一些实践能力要求

较高的专业，可以适当加大实践课程比重，采取与企

业进行深度校企合作的方式，打通学生和企业的联系，

企业提供更多实践机会，使得学生在课堂上就能够了

解企业实际工作，为将来就业打下坚实的基础。 

3.2.5 加强招生宣传，详细介绍专业 

高校招生部门在每一年的招生宣传中，需要采取

多种方式进行专业介绍，例如专业教师介绍本专业、

招生宣传手册上详细介绍专业学习课程、培养方案、

未来就业方向、专业就业率等，使学生和家长对专业

的了解更加充分，解决专业选择的疑惑，最终选择适

合自己的就业方向，明确就业目标。 

4.结论 

如今疫情在国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高校毕业生

就业工作也在稳步推进，后疫情时代留给毕业生和高

校就业部门的考验还在继续，只有重视就业困难群体，

提供精准帮扶服务，才能够有效解决就业困难问题，

实现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平稳度过就业“寒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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