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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reviewing and combing the existing research results and literature related to the
evaluation of graduate employment quality, we explored various factors affecting the employment
quality of college graduates, combined with the experience of relevant experts in employment management, following the scientific, oriented, comprehensive, hierarchical, personalized and operable
principle by designing questionnaires and interview forms. We build a “four-dimensional” graduate
employment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including four first-level indicators, 13 secondary indicators,
40 three-level indicators. Finally, some suggestions are given on college teaching reform, talent
training mode, government optimization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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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现有的与毕业生就业质量评价相关的研究成果和文献进行查阅和梳理的基础上，通过设计调查问卷及
访谈形式，遵循科学性、导向性、全面性、层次性、个性化及可操作性原则，结合相关专家的就业管理
经验，探寻影响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的各种因素，构建“四维一体”毕业生就业评价指标体系，包括4
个一级指标，13个二级指标，40个三级指标。最后对高校教学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和政府优化教育、就
业政策等方面给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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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内外就业质量评价指标研究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十九大报告强调“提高就业质量”，意味着今后就业不仅要关注就业数量的
增长，更要重视就业质量的提升。客观地对毕业生的就业质量进行科学的评价，全面地掌握毕业生就
业情况，能够为学生的职业发展教育提供参考依据，为高校制定人才培养目标、培养方案、改革人才
培养模式提供理论启示与实证资料，从而提高毕业生就业质量，真正实现高校毕业生“学以致用，人
尽其才”。
国外对于工作质量或就业质量是以劳动经济学作为理论视角开展研究。国际劳工组织(ILO)提出了广
义的工作质量定义，倾向于包括工作关系、劳动力市场制度及政策和社会经济背景信息等。1999 年，国
际劳工组织提出“体面工作”的概念，包括促进劳动权利、就业、社会保护和社会对话等四个目标。欧
洲基金会界定了工作和就业质量的三个方面：社会的、团体的和个人的。从社会的来说，高的就业质量
意味着社会收益(spin-offs)。欧洲国会将工作质量划分为两个广泛的领域，就业质量和工作质量。就业质
量是指潜在影响工人们幸福感的就业关系的那些方面：这些是与就业合同、报酬和工作时间，以及职业
发展相关的所有方面。工作质量是指工作活动自身以及它产生的条件是如何影响工人的幸福感的，例如
自主性、强度、社会环境、物质环境等。
我国业界对大学毕业生就业质量评价指标进行了一些探讨，如河北师范大学刘素华教授构建的共 14
个指标的大学毕业生就业质量评价体系(简称刘标) [1]。张耀祥以顾客满意度为理论基础，设计政府、用
人单位、毕业生三方满意度的指标体系[2]。杨河清和李佳通过借鉴刘素华的就业质量评价体系以及国际
劳工组织所编制的衡量“体面劳动”的指标构建了大学生就业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其中一级指标有工作
条件、社会保障、劳动关系，下设 12 个二级指标[3]。彭世武认为就业质量是一个衡量劳动者在整个就业
过程中的就业状况的综合性概念[4]。吴旭丹认为就业质量的评价指标应更多的考虑人的价值实现的诉求，
从而以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为基础来分析就业质量的评价指标[5]。黄炜构建了大学生就业质量影响因
素评价模型，运用层次分析法对大学毕业生就业质量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得出就业能力、个人特征、
就业环境和就业期望四个因素对就业质量影响最大的结论[6]。冯庆媛在构建高职毕业生就业质量评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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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时，从高校的角度出发，认为应从就业率、薪酬水平、毕业生供需比、社会满意度和就业结构六个方
面的指标进行就业质量评价，这六个一级指标下又设 10 个二级指标[7]。朱钧陶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
础上，力图剖析大学生就业质量的评价指标及其权重关系，初步构建大学生就业质量评价体系[8]。雷勇
研读麦可思公司发布的我国以及湖北省大学生就业报告中的数据发现，艺术院校大学生就业指标中，就
业率与其他主要就业指标并不呈正相关，其中涉及的音乐院校、部分音乐类专业的就业数据，甚至呈现
出自相矛盾的现象[9]。邬伟三从统计模型的角度出发，运用层次分析综合评价方法，构建高校毕业生就
业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 2012 年和 2013 年高校毕业生数据选取适当指标建立层次分析模型，比较
了两年的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情况[10]。

2. 开展毕业生质量评价的意义和作用
获得毕业生质量信息，提高毕业生质量是高校改革与发展的重要方面，而开展毕业生质量评价是获
得毕业生质量信息的重要手段，是高等教育质量监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评价，不仅可以对学校
的教学质量进行客观的判断，而且所获得的反馈信息是分析教学及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提出改革
方案的重要依据。开展毕业生质量评价的意义和作用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1]：
l) 诊断作用：能够加强学校与社会的联系，使学校更直接了解用人单位对人才的培养目标、基本结
构、培养方法等层次的要求，主动地进行学术研究改革，全面提高授课育人的能力，按照用人单位要求
增强人才培养素质。
2) 激励作用：学校在了解了用人单位对高等教育的预期目标及学校在人才培养时需要注意的事项等
反馈信息的基础上才能全面了解自身水平，有的放矢，扬长避短，进行相应改革、调整等，培养出更多
满足社会需求的人才。
3) 控制作用：将毕业生就业质量的结果报给学校，可以实现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们就培养什
么样的人才，这样才能构建和谐社会。
4) 比较作用：可以进行横向纵向比较，从而得出本校与外校之间、本专业与其他专业之间存在的差
距，可以弥补存在的不足，以便于今后招生工作和就业工作的开展。

3. 构建“四维一体”毕业生就业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目前，新工科建设势在必行，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为特征的新经济呼唤新工科建
设、国家一系列重大战略深入实施呼唤新工科建设、产业转型升级和新旧动能转换呼唤新工科建设、
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国家硬实力呼唤新工科建设。高等教育的地位由基础支撑到支撑引领并重、发展阶
段由大众化阶段到普及化阶段转变、环境格局转变为全球舞台、国际坐标及国际竞争，伴随着这些变
化，本科教育目标凝练为掌握知识、磨练能力、培养责任感及自适应学习，就业质量评价及其影响因
素也随之改变。
将就业质量影响因素整理成如图 1 流程图的形式。
根据就业质量影响因素，构建就业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表 1) [12]-[19]。

4. 建议与对策
对高校和教育管理部门在就业质量评价和就业促进给出建议与对策：以期为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的
监管起到一定的决策辅助作用[20] [21] [22] [23]。
从用人单位层面来说，要客观看待来自各个院校的毕业生，提供公平竞争的机会。并避免视毕业院
校级别给予不同薪资，相反应该关注毕业生各方面综合素质和适应岗位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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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Structure chart of factors affecting employment quality
图 1. 就业质量影响因素结构图
Table 1. Evaluation systems of 40 three-level indicators
表 1. 40 个三级指标的评价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毕业生就业岗位结构

工作条件

就业单位性质
就业地区
工作环境
企业文化

月均薪资水平

绝对年薪
相对年薪

福利社会保障

公积金
医疗保险
养老保险
失业保险等
其他福利

工作稳定性和晋升机会
毕业生个人因素

专业对口性
岗位级别匹配
人才职位匹配

工作内容匹配
自我发展实现

职业发展前景

才能发挥
学习机会
晋升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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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单位因素

用人单位对毕业生评价

专业知识
动手实践能力
创新能力
工作作风和敬业精神
组织沟通协调能力
发展潜力

家长评价

培养目标实现度
子女工作满意度

学校因素

学校软硬件设备

教室 寝室 食堂
图书馆 体育馆
师资力量
教学手段管理手段
学风教风
社会认可度

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实践环节

科学性合理性适度性
与社会经济发展结合性
理论实践结合程度

日常教学管理和服务

管理水平机制方法

就业制度、措施，就业指导、帮扶

服务机制制度

服务态度质量

措施符合实际
网络系统实时性
指导帮扶实时性

从学校层面来说，学校要强化办学特色，完善人才培养机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更新多方联动
协同与人的人才培养模式。抓住大数据时代发展特点，行业指导、企业参与、动态优化理论和实践课
程体系，在蓬勃发展的大数据、物联网背景下，基于能力成果(OBE)导向设置课程体系，召开师生座谈
会，邀请企业行业代表、学生代表参会，按照实际应用、行业标准、动态发展等给予建议，院系听取
意见集体讨论后适当合理采纳，释放自主学习空间，根据就业中的行业和企业特点适时适势优化整合
理论和实践课程体系。尝试科科带教学案例或实验或课程设计，组组有研究性教学，有计划推进课程
建设。强化实践教学，注重理论与实践的层次关系，有效推进、有机融合。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注重
对大学生学习方法和自我学习能力的培养，养成终身学习的意识和技能，以适应社会发展、知识更新
和职业转变。
通过学科竞赛，创新实验室，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丰富多彩的职业技能大赛、创业大赛、顶岗
实习及其他各种社团活动，加强对学生动手能力、实践能力、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稳定增加社会实践
基地，坚持开展校企合作联合办学、共建基地、互相兼职等合作形式。
产教深度融合，院企协同育人，充分调动多方主体发挥主动性、创造性，有序推进协同育人，发挥
高校科研优势，服务经济社会协同发展。校内，鼓励相近相关专业交叉融合，有效整合资源，互进创新
实验室，开展合作研究，互认学分。与企业共同开展产学协同育人项目研究，提倡混合式教学模式，打
破局限于课堂的教学，走出校园进入企业，置身行业一线，尝试企业常驻校园，家庭参与管理，实行学
术导师与企业导师的“双导师”指导、一对少、精英式培养。提高专兼职教师素质。
同时加强就业创业指导、努力拓宽就业渠道，开拓就业市场，建立有效的就业工作运行机制，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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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困难群体帮扶，实时发布或举办专场招聘大会。科学完善的就业指导与服务工作是提高高校毕业生
就业质量的基础，可考虑就业指导服务机制、就业信息网络系统、就业指导课程体系、就业指导教师师
资情况、就业指导人员培训情况等来衡量提高的就业指导工作水平。
对学生来说，加强专业知识学习，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做好贯穿始终的职业生涯规划，积极参加
社会实践，积累工作经验，提高专业技能水平，锻炼良好的个人品格，从入学就开始培养诚信意识、沟
通交流、团结协作、组织管理、学习能力、心里素质、创新能力、敬业精神、奉献精神、社会责任等。
高校要深刻领悟德才兼备、德学兼修的育人要求，明确为谁教、教什么、教给谁、怎样教的根本性
问题，为国家和社会源源不断输送出数量充足、质量优良的各类人才。

基金项目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校级教研课题——黑龙江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评价方法的研究及实证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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