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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w in the continuous enrollment expans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his for the graduates, after graduation to 

facing the pressure of social competition, higher vocational graduates employment situation is with the national 

vocational education influence each other, in order to solve the employment problem of graduates, countries began to 

focus on problems of graduate employment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take the corresponding measures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In this paper, the employment of vocational college graduates to study, and 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graduates to analyze, analysis of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put forward relevant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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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如今高职院校在进行不断的扩招，这对于毕业生们来说，毕业之后要面临着社会竞争所带来的压力，高职毕业

生的就业状况是与国家职业教育相互影响的，为了解决毕业生们的就业问题，国家对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问题

开始重点关注，并采取了相应措施去解决这些问题。该文通过对高职院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来进行研究，并结

合目前的毕业生状况来进行分析，分析出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的对策。 

关键词：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分析 

 

1.前言 

在最近这几年，毕业生人数越来越多，但是我国

的就业岗位需求数量并没有增多，甚至很多的事业单

位与政府机关的工作岗位需求量也出现了下降的情

况。与此同时，总体来说由于大学生毕业人数的越来

越多，这使得我国整体的就业问题出现了严重的求过

于供的情况，但是我国很多的地区也出现了就业饱和

的状态，也有的地区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状况，这样的

就业情况出现了很大的矛盾。产生这样问题的原因主

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大学生们对自己的未来有着

很高的期望，更喜欢去一些经济发达的城市与地区去

工作和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另一方面是用人的单位

希望招到可以达到单位标准的人才，但是毕业生自己

本身就不能够完全的达到用人单位的标准，这样对于

毕业生与用人单位方面就产生了两方都存在缺口的

现状，导致更多的毕业生们找不到的工作，用人单位

也招不到符合要求的员工，从而产生了就业困难，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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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毕业生们无法顺利找到工作。 

2.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基本情况 

2.1.相关概念界定 

2.1.1.高职院校 

高职院校，是指经过国家教育部批准设立，进

行专科职业教育的的普通高等学校
［1］。这类学校主

要的教育阶段是在高中与技术教育的基础之上而进

行一些专业与技术的教育，主要目的是为了可以培

养更多的一线工程型以及技术教育型的机构，是中

国高等教育重要的组成部分。 

2.1.2.高职毕业生就业 

高职毕业生就业是指，高职毕业生在院校或者实

习企业中接受一定的课程培训和实践能力培养后，以

专业知识和操作能力为基础，提高自己的就业选择能

力，主要包括：筛选能力、适应能力和职业目标规划

能力、创新能力和调整能力，从而争取到一定的或者

自己想要的就业机会
［2］。高职院校秉持以市场为导向，

以培养学生实践操作能力为宗旨的教学理念，旨在提

高学生的专业化程度和就业竞争力。 

2.1.3.高职院校与普通高校的区别 

根据我国目前的教育体制，高等教育分成了两个

部分，一是普通高校，是以培养学术型与复合型人才

作为主要目标；二是高职院校，主要是为了可以培养

应用型与技术型的一些人才。而普通的高校主要培养

的重点就是体现在理论上面，高职院校所培养的重点

主要是在于实践应用这一方面。高职院校的招生范围

一般是以高中毕业生与中专毕业生以及社会人士为

主要群体，而普通高校的招生范围一般是以高中毕业

生为主要群体
［3］。现在的社会压力是非常大的，尤其

是对于毕业找工作这样的问题，有特别多的大学生毕

业之后找不到工作是很常见的事情，特别是现在这个

社会非常看重学历，很多的单位与公司对与工作岗位

的招聘条件都是要求本科及以上的学历，对于招聘专

科毕业生的单位与公司是非常少的，所以专科毕业生

与本科毕业生以及硕士毕业生从学历上就有着很大

的距离，这对于高职院校的毕业生们来说找工作是很

难的。在教学理念上，普通高校的教学更多重视的是

理论上的知识讲授，对于动手能力不是很强；高职院

校所学更多的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主要强调的是以

就业作为导向，高职院校毕业生在毕业的时候具有直

接上手的能力，所以就业市场的竞争力更强。 

2.2.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情况 

每年的毕业生人数都在上涨，在 2019 达到了 834

万人，2020 年的毕业生达到了 874 万人
［4］。根据麦

可思研究院的就业相关数据统计可看出，在 2019 年

有 71.9%的毕业生选择直接开始工作，有 17.4%的人

选择在国内或国外进行读研，考研的有 4.5%人，1.6%

的人选择进行创业，当兵的有 0.2%的人选择，还剩了

4.4%的人，他们表示自己毕业之后没有任何的想从事

的方向。对于毕业生们选择的主要行业：有 15.9%的

人选择从事与教育相关的工作，有 8.9%的人选择从

事建筑相关的行业，有 6.0%的人从事了医疗与社会

护理的工作，有 6.0%的人在政府以及公共管理进行

工作，有 4.6%的人从事了文化与体育以及娱乐业的

工作，运输行业有 2.4%的人等。与此同时，根据教育

部门对 2021 年全国的毕业生进行统计，预计毕业生

的人数将会达到最新记录 909 万人，和之前相比会增

长 35 万人。由于毕业生人数每年都在增多，这也使

得就业问题也成为了社会上重点讨论的话题。 

2.3.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情况 

目前，高职院校毕业的学生就业竞争开始加大，

根据相关的报告当中所统计的，近几年很多的高职院

校毕业生选择直接工作的人数较少，很多的人选择专

升本或者不直接工作，尤其是专升本成为越来越多人

选择。主要是受到了疫情的影响，有 700 多万的毕业

生们需要找工作，但是能够从事的岗位越来越少，很

多人选择专升本，对于高职院校毕业的学生就业问题

正广泛的被关注。因为疫情的蔓延，全球的经济在不

断的衰退，而且两个月在家进行隔离，使得我国很多

的企业已经面临着倒闭，不能在给员工提供岗位。这

对刚毕业的学生们来说是一道艰难的门槛。高职院校

是进行培养社会人才的重要场所。但是我国的高职院

校毕业生面对很多的就业困难。 

3.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困境 

我国高职院校虽然有了一些发展，但是对于毕业

生们的就业情况还是不乐观。究其原因主要体现在以

下四个方面。 

3.1.就业政策实施效果不佳 

高职院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已经逐渐引起国家

以及社会的广泛关注，国家也越来越重视该群体的就

因为问题
［5］。国家和多个城市的政府及教育部门对高

职院校的毕业生找工作的问题进行了相关的对策研

究以及政策出台。但是对于政策的实施过程都是很明

显的落后于市场的发展，从而显得非常僵化。首先，

有些学校给学生进行政策解读的时候，都是过于表面，

没有更加深入的对适合高职院校毕业生的就业政策

进行解读，欠缺从多个角度来对就业以及就业政策进

行研究与指导，这样使得很多的学生对政策不够重视，

对于政策内容也不是很理解，更加不会运用政策来保

障自身的合法权益。其次，政策在进行的过程当中，

其内部缺少有效的管理机制，外部也没有得到有效的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volume  571

120



监督管理，过于形式化，这样很多的政策没有发挥到

应发挥的作用，这样很多的政策很难落实。 

3.2.人才市场趋于饱和 

我国的高职院校的毕业生人数每年都在增加，尤

其是 2020 届的毕业生和之前相比多了 40 多万人，从

而这使得市场上的工作岗位出现了严重紧缺的现象。

并且在目前的国际大环境下，中国的经济面临着重重

的困难，国家的经济增长趋势已经由告诉向中高速方

向变化，中国经济在 2020 年仍然存在着下滑的现象
［6］。与此同时很多的房地产与娱乐以及旅游等行业都

是需要很多的人员进行聚集的工作岗位，但是因为受

到了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影响让这些行业受到了剧

烈的打击。而且在国家的严厉禁令之下，这些的行业

不得不把工作岗位数量进行缩减，或者是处于长期不

开业的状态
［6］。这样就让很多的高职院校毕业生们在

毕业之后找不到与之相应的工作岗位，没有了发展的

道路，这样高职院校毕业生本身就业困难的问题就更

加困难了。除了这一重要原因之外，还有很多的中小

型企业对于国家的禁令抗压性不强，从而出现了大量

裁员的情况，这样的情况进而导致了高职院校毕业生

就业与失业人员再就业并存的现象。这些工作岗位本

身就是应届高职院校的毕业生们首先会选择从事的

工作。对于这样的一边是增加一边是减少的矛盾关系，

使得很多的毕业生在就业的问题上面变得更加困难。 

3.3.企业对学历存在刻板印象 

目前，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在理论指导和办学经

验还不够完善；再加上人们对于高等职业教育的认识

还不够清楚，大多数人对于高职院校的办学理念和毕

业生的就业前景还不是十分的了解，大众片面的认识

对高等职业教育存在偏见，以至于高职院校的毕业生

在就业选择时没有本科生或者研究生有优势
［7］。现在

很多的企业对于就业条件存在着很严重的不公平性，

很多的企业喜欢聘用名校的毕业生，对于硕士研究生

及以上的高学历更是刮目相看，对于高职院校毕业生

存在着很多的偏见，很多重要的岗位与核心技术部门

都不接受高职毕业生来从事这门工作，导致了很多的

高职院校毕业生融入不到企业核心的部门。这对毕业

生个人和家庭以及整个社会都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在

歧视达到了一些程度之后，就会引起整个社会对于公

平的争议，这样的情况导致了毕业生找不到工作。但

是每年毕业生数量会不断的增加，就业的压力已经很

明显的展露出来了，这样的就业不公平性从而也导致

了企业不能够聘用虽然学历低但是真正有能力的人

才，人职也不能够有效的得到匹配，这样的不公平性

问题会对高职院校毕业生群体造成信心上的打击，也

会引起整个社会就业很慢的现象产生。 

3.4.盲从专升本热潮 

现在很多的高职毕业生正在盲目跟风去提升自

己的学历。在现在的社会当中，对人才的评价标准不

在是以文凭来评论能力强不强，而是根据一个人的知

识水平与个人的能力素养来进行评价的，但是学历还

是对影响到个人以及职业的发展为主要因素的。有很

多的高职院校毕业生对提升个人学历作为重要的人

生目标，还有一部分的人是为了短期逃避就业的问题，

没有从自身实际因素考虑而选择专升本，这样就形成

了盲目跟风的“刷学历”的不良趋势
［8］。有很多高职院

校的毕业生为了提高学历，去参加辅导课程，补习专

业知识，从而来达到延缓就业的问题，但是这样会给

部分家庭带来严重的经济负担，这与满足经济发展的

需求所相反。 

4.缓解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困境的对策 

4.1.完善高职学生就业服务体系 

首先，政府要加大扶持力度对高职院校，还要进

行与时俱进的改革对高等职业教育的制度，对于稳定

的就业岗位与开发新的就业岗位还有对找不到工作

的高职院校的毕业生这些上面做一些功夫，从而来促

进就业的措施。要增加多个工作岗位，并对新的工作

岗位进行宣传，从而来打破传统的行业与工作岗位的

限制，来让更多的毕业生进行寻找新兴领域的一些就

业机会。其次，对于一些僵化的就业政策要进行一定

改进的措施，这样可以更好的完善职高毕业生的就业

政策，要对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问题的对策尽快进行

实施。政府要推出对各企业招聘高职院校毕业生的相

关鼓励政策，并对这些招聘高职院校的企业提供便利

的条件。与此同时，还要完善与就业政策相关联的法

律法规，完善与人才保护有关联的一些劳动法规，在

法规上面为高职院校的毕业生们提供出良好的就业

环境。 

4.2.多领域多渠道解决就业问题 

虽然在 2020 年很多的高职院校毕业生面临着找

不到工作的问题，但是国家推出了相关的对策。现在

很多的学校进行了扩招研究生，目前在 2020 年已经

扩招了 18.9 万人；同时，专升本也进行了扩招，一共

扩招 32.3 万人。这样的政策措施对于想要高学历的

毕业生群体来说是很好的消息，还可以继续参加学习，

从而为以后想要找到理想的工作奠定了基础并且增

加了更多的优势。与此同时，还对部分就业的岗位进

行了一些相关的措施实施，对于特岗教师的工作岗位

也扩招了 5000 人，很多的地区也鼓励大学生参军入

伍，同时还鼓励了很多的企业进行线上招聘的活动。

以及各地区的当地政府以及教育部门应该多去考察

当地的实际情况，并且要观察好当地社区的管理以及

公共卫生等领域是否缺少相关的人才，并且鼓励高职

院校的毕业生群体和失业的毕业生群体从基层工作

开始做起，从而进行一些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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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改革高职教育体系 

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体制在不断的深化，高等职

业教育体系也在不断完善。部分企业在进行面试的时

候，对于工作岗位的分配与职位的晋升还有薪资上面

都对本科生与专科生都进行了明显的区分，有特别多

的事业单位都对专科毕业的学生存在着偏见，对于学

历的这一硬性门槛让高职院校的毕业生就业开始变

得十分困难。教育部门需要对高等职业教育进行一些

资源投入并把教育资源进行合理的分配，从而得到高

等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以便于高等职业教育的改

革和良好快速的发展，慢慢的让大众对高职院校的毕

业生群体改变之前的偏见，从而来让高职院校的毕业

生获得平等的就业机会与尊重。高职院校要加快教育

改革，在全国范围内推进职业培训以及高职院校毕业

生群体专业技能的认证工作，适时调整技术人才培养

策略。 

4.4.耦合就业观念和个人能力 

在我国社会快速的发展过程当中，存在着很多

的线上培训方式，很多的老师也利用微信公众号以

及各种网络的平台来进行培养学生的就业能力以及

就业的价值观等，但是在这同时还要适当的进行宣

传“就业促进法”与“劳动法”等一些就业相关政策内

容，这样不仅可以让更多的高职院校的毕业生能够

顺利的就业，还可以为高职院校毕业生群体打好坚

实的就业基础。这样对于毕业生群体来说，就业的

能力本身就是很关键的一点，这些主要是与一个人

的自身性格与习惯以及个人态度与认识程度相关联

的。高职院校的教师在进行培养学生的过程当中应

该充分的发挥出自身的教育能力，并且可以利用一

些线上的教学指导方式来对学生就业进行培训，从

而来提高高职院校学生的学习能力和接受能力以及

就业能力。就业的整体是学生，本身就是需要接受

培养与教育的，所以要充分的发挥出对学习的热

情，从而来提高就业培训的整体效果。 

5.结论 

在进行扩招的背景之下，为了可以改变高职院校

毕业生们找工作困难的这一情况，首先，是高职院校

应该尊从政府领导和各方面的意见，以及对软件与硬

件的建设进行完善，要提升学生的服务能力与师资力

量，还要完善好有关就业的指导，对高职院校教师团

队进行建设。其次，对高职院校应该对就业加强，并

且还应该加强对就业创业信息的收集，实时的关注学

生所要面临的创业与就业过程中所面临的的问题，对

学生所面对的困难提供一些帮助，分析并找出就业困

难的原因，并且要建立就业实践的平台。最后，还要

加强学校与企业之间的合作，使得企业充分了解高职

院校毕业生的能力，并且能够提升学生的专业能力和

素质等一些方面，从而来促进学校的教学改革，并且

还要完善教学理念和提高办学的水平，要更好的提升

对高职院校毕业生群体的就业水平与能力，解决好高

职院校毕业生在就业过程所面临的困难与问题，实现

高职院校毕业生充分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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