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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大学生就业创业现状的调查与分析
□朱继国 崔 岩 刘新颜

【内容摘要】高校大学生就业创业问题历来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本文总结了当前国内外大学生就业创业现状，并对“双

创”背景下大学生就业创业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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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是民生之本，实现充分高质量就业是国家治理的重

要目标。受高校连年扩招影响，大学毕业生人数一直呈递增

状态。教育部数据显示，2016 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为 765
万人，而 2001 年这一数据仅为 115 万人，15 年间，高校毕业

生人数增长了 650 万人。2017 年，全国高校应届毕业生人数

再创历史新高，达到 795 万人，比 2016 年增长 30 万人，其中

辽宁省普通高校毕业生 30. 1 万人，较 2016 年增加近 8000
人。据人社部预测，“十三五”期间，我国每年需要在城镇安

排就业的人数维持在 2500 万，除掉 1000 万人左右的登记失

业人员，其余基本上都是以高校毕业生为主体的青年就业人

员。同时，受产业结构调整、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等因素影响，

作为就业工作重点群体的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复杂严峻、任
务艰巨，堪称“史上更难就业季”。

面对严峻的就业创业形势，党中央、国务院及各地区、各
部门高度重视，及时出台多项政策措施，努力扩大就业，取得

明显成效，为稳定就业提供了可靠的基础，但整体形势仍不

容乐观。李克强总理在多种场合提到，“就业是一切的基础，

最大民生就是就业”，“必须把促进就业放在突出位置”。如

何保证大学生平稳毕业，顺利实现就业创业，成为全社会关

注的焦点。
一、当前大学生就业创业现状

( 一) 国外现状。大学生就业创业问题一直以来都受到

世界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国外大学生创业教育起源于 20
世纪 40 年代的美国，经过多年发展，目前已经积累了较为成

熟的做法与经验。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美国百森商学院以

蒂蒙斯教授为代表的一些远见卓识者敏锐地预感到“美国正

微时代、自媒体时代的到来，高校党务工作者应充分利用互

联网，积极搭建新的工作平台。河北化工医药职业技术学院

党委展开了许多党建工作平台的搭建，诸如: 微党课、十分钟

党课、校园微推送、校园微广播、校园微博等等。这些与时俱

进的载体在实际工作中起到了“化无形为有形”的作用，使党

的新精神新意见从“高大上”变得更加“亲民”，使党建工作
“看得见、摸得着”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与活力。此外，高校各

党支部还可以开展党的十九大精神知识竞赛、主题征文文艺

汇演等活动，在校园内传播正能量弘扬主旋律。搭建党建活

动新载体还需坚持“以师生党员为本位”，立足于师生党员的

新需求，推陈出新构建全方位立体式的高等校园“党建教育

网络体系”以适应不同专业不同系部党员同志的发展。
( 四) 加强党建制度创新。高校党的制度是高校党建中

事关全局稳定的根本性问题，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入新时

代，高校党委应进一步创新和完善党的制度建设体系。高校

党的制度创新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的工程，这就要求高校党

委、党支部、党小组主导推动、党员领导以身作则、全校师生

党员尤其是学生党员制度意识的加强。良好的党建制度关

系到党建工作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一是实体性制度必须进

一步规范。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高校内部存在着不同的权

利主体，高校党委要着眼于他们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对党务工

作的各项制度加以规范，不健全的具体条例要修改、补充。
比如，党员与组织关系的制度要进一步规范，包括新进教师

党员、离职教师党员的组织关系转接问题; 新生党员与毕业

生党员的组织关系转接问题。规范党委与党支部的工作制

度、规范党委委员的选举制度等等。二是要完善程序制度。
包括定期召开各支部教师、学生党员代表大会，制定并且完

善党员代表大会的议事办法，规范党员代表的常任制; 落实

全委会的职责，建立健全民主议事决策机制。
新时代里高校党务工作者要把总书记的要求落实到自

己的本职工作中去，在工作中树立新理念、增加新内容、搭建

新平台、革新制度，在工作中着眼大局、抓住重点，传播好马

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抓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开启高校党

建工作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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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一场静悄悄的大变革”，即所谓的“创业革命”，率先提出
“创业教育”的新思维。20 世纪末以来，为解决高失业、创新

活力低下等一系列经济发展乏力的问题，英国、法国、芬兰、
丹麦、挪威等欧洲国家纷纷把推进高校创业教育列为经济发

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从 21 世纪初开始，欧盟及其成员国

先后出台了一系列高校创业教育政策，对高校创业教育产生

了较大影响。
( 二) 国内现状。国内大学生就业问题受到广泛关注，显

现于高校扩招以后，“就业难”是这一问题的主要体现。我国

的创业教育是伴随着创业活动的开展而逐渐兴起的。近年

来，面对日益严峻的经济和就业形势，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已

然成为政府和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课题。1998 年，“清华大学

创业计划大赛”开启了我国大学生创业教育的帷幕。2002
年，教育部在九所高校开展创业教育试点工作，标志着我国

高校创业教育逐渐从自发探索转向政府引导下的多元化发

展阶段。2010 年，教育部出台《关于大力推进高等学校创新

创业教育和大学生自主创业工作的意见》，要求高校全面开

展创新创业教育和创业实践活动。2015 年 5 月，《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对深

化创新创业教育的总体要求、主要任务和措施、组织领导等

作了明确规定。同年 12 月，教育部《关于做好 2016 届全国

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中，要求所有高

校从 2016 年起都要开设创新创业教育课程，并纳入学分管

理，同时启动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认定工作。
国内各大高校纷纷响应国家号召，纷纷出台各项优惠政

策和措施，鼓励和支持大学生创业，大学生逐渐成为社会创

业的主力军。笔者所在学校高度重视创新创业和大学生就

业工作，2017 年，为增进强化创新创业教育的系统性，把深化

创新创业教育作为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抓手和突破口，成立

创新创业教育学院，“以创新引领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
二、“双创”背景下大学生就业创业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 一) 大学生有创业的意愿，但缺少经验、资金和风险意

识。中国人民大学发布的《2016 中国大学生创业报告》显示，

我国在校大学生中超过八成有创业意向，其中近两成创业意

向强烈。这说明在国家“双创”政策引导下，越来越多的大学

生开始关注并逐渐参与到创新创业的新一轮浪潮中去。但

由于涉“市”未深，普遍缺乏社会经验，好高骛远，眼高手低，

大学生往往选择自身并不是很熟悉的热门行业或没有市场

基础的创业项目，市场开拓困难，专业优势也难以发挥作用，

其背后往往隐藏着巨大的风险。一旦遇到资金不足或其他

方面的问题，很容易导致企业停滞，创业失败。
( 二) 创新创业教育有待于进一步加强。深入推进大学

生创新创业教育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必然要求，是高

校自身发展的客观需求，同时也是缓解当前大学生就业压力

的重要途径。目前创新创业教育在我国各大高校正如火如

荼开展，并已初具规模和效果。但是，与美国、日本、英国等

国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创新创业教育还基本处于自发、
分散和探索阶段，在教育理念、课程设置、师资建设、产学研

合作、经费投入等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一是教育理念还不

能完全适应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要求，一些高校对创新创业

教育不够重视，或者虽然能认识到创新创业教育的重要性，

但却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落实。二是缺乏对创新创业教

育形式和教育内容的深入研究，课程设置较为单一，培养体

制机制不够健全，尚未形成完整的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
三是师资队伍建设不够完善。目前各高校师资主要以就业

办工作人员、行政管理人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和学生政

治辅导员为主，缺少专业化、职业化和专家化的师资队伍，培

训力度不够，多数教师缺少创业实践经验，教学效果自然大

打折扣。四是多数高校产学研合作发展模式不够健全，成果

转化率不高。五是经费投入不足，场地设施和创业项目匮乏

限制了大学生创业实践的覆盖面，已成为当前制约各高校开

展创新创业教育的主要瓶颈。
( 三) 就业创业环境需进一步改善。近几年来，政府通过

推进“放、管、服”改革，着力破除限制就业创业的各种束缚，

完善金融、财税等各项政策扶持，优化创业服务，大力弘扬创

新创业和企业家精神，努力改善全社会就业创业环境。可以

说，当前已进入最好的创业时代。相信随着今后更多、更全、
更实政策的出台，大学生创新创业和就业服务保障体系将会

得到进一步改善和提高。但大学生就业创业工作涉及教育、
人社、科技等多个部门，政出多门、多头管理必然会导致职能

交叉、信息不畅的问题存在。一方面存在就业创业信息重复

采集、口径不一的问题，降低了大学生就业创业工作的效率。
另一方面，多部门、多渠道发布的就业创业政策、信息过于分

散，不利于大学生对信息的获取。就业创业政策“信息孤岛”
现象的存在，降低了政策的使用效率和实施效果。

( 四) 大学生自身方面存在着就业观念落后和就业信心

不足等问题。调查问卷显示，约有 80%的大学生倾向于国家

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工作环境好、相对稳定、收入和

社会地位较高的单位，中、小微民营企业则少有人问津。一

方面反映出大学生在选择就业岗位时不能正确认识自己，脱

离实际，就业期望值偏高。另一方面则容易出现公务员、事

业单位招考挤破头，而小企业招不到人的反常现象。2018 年

国家公务员考试有 138 万人通过审核，比 2017 年高出约 4. 5
万人，创近 7 年新高，“公考”竞争激烈但热度不减。同时，随

着就业主体意识的不断增强，很多大学生在确定职业理想

时，过于注重自我，表现出一定的功利化倾向。一些大学生

就业过程中存在较强的盲目从众和攀比心理，依赖性强，缺

乏诚信，这些都是大学生就业观念落后的表现。面对当前日

益严峻的就业形势，如果大学生不能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

客观评价自己，就业必然会陷入一定的困境。就业期望值偏

高的同时，大学生就业信心却普遍不足。调查显示，有近一

半以上的大学生就业信心不足，对自身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

评价较低，“下层感”较为强烈，很多大学生给自己贴上“屌

丝”的自嘲标签。此外，由于对就业信息了解不多，对职业生

涯缺乏规划，对专业就业前景认同感不强，再加上来自家庭

和社会的压力使得大学生对就业形势持不乐观态度，开始具

有强烈的就业危机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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