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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伴随着研究生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毕业生数量的不断增加,研究生就业存在的问题日趋凸显,
特别是地方高校农科类研究生就业普遍存在压力。本文通过数理统计和实证分析等方法对就业困境及
矛盾进行了反思,认为就业选择面窄、就业理念偏差、就业技能缺乏、毕业难度偏大是导致就业困境的
现实诱因。通过“SWOT分析”对就业现状进行了分析,认为农科类研究生就业的优势、劣势、机会、
威胁并存,形成了解决当前就业困境的对策,即要改革研究生人才培养模式提升研究生岗位适应能力、加
强对研究生就业工作管理和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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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的目的所在。通过梳理近三年党中央和
国务院对就业工作的指示精神,强调了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2017),“稳就业、
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
期,以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2018),“就

通过表格中的数据可以看出,近

业是民生之本,把稳就业摆在突出位置,

三年研究生男女性别比例由接近2:1到

过程中,没有认识到研究生扩招对研究

重点解决好高校毕业生等群体就业,是全

接近1:1,女生比例越来越大,并且来自

生群体本身的影响,容易存在眼高手低

面做 好 ‘ 六 稳 ’ 工 作 的 ‘ 牛 鼻 子 ’”

农村生源的毕业生比例也逐年增加,近

现象。在选择单位时,研究生过多地考虑

[1]
(2019) 。地方高校农科类研究生因家庭

三年专业对口就业学生(含读博学生)占

工资待遇、地理位置、企业规模、或选

经济状况、自身素质与能力、英语水平、

总毕业研究生的67.67%。通过进一步深

择趋向国家企业、事业单位等工作比较

社会资本获取、就业环境和薪资待遇、专

入了解发现,近三年研究生中家庭经济

稳定的岗位,存在扎堆现象,即使是来自

业局限性等方面,在就业方面处于相对较

条件较困难学生农村户口研究生占到

于农村的学生也大多不愿意到基层就业,

劣势的地位。认真分析其现实困境、充分

60%以上。地方高校这种生源条件下,学

择业时不能迅速准确的为自己的职业定

论证有效途径、大力开展就业帮扶、形成

生的读研目的、招生渠道以及就业意向

位,存在择业困惑。

解决困境的强有力对策是极其有必要的。

与很多985、211高校的农科研究生相比,
[2]

1.1.2就业理念偏差。研究生在就业

1.1.3就业技能缺乏。当前,高校注

本文通过数理统计和实证分析等方法,以

存在一定的区别 ,也就导致在就业的

重对研究生知识体系和科研能力的培

湖北省某大学农学院为研究对象,聚焦问

时候呈现相应的困境和矛盾。

养,只在本科生群体开设了基础版的就

题导向,结合当前国家相关政策,给出加

1.1就业困境

业指导课,而未在研究生群体开设更具

强农科类研究生就业的对策。

1.1.1就业选择面窄。与其他行业相

专业指导意义的就业指导课程。农科类

1 就业困境及矛盾

比,农科类研究生就业方向单一,除继续

研究生因农村户口生源较多,在人际交

通过对湖北某高校农学院近三年毕

攻读博士研究生和出国外,主要通过参

往、社会资本积累等方面普遍存在短板,

业研究生及就业情况进行普查,以人数、

加招聘会到相关农业行业领域就业。公

即便一些成绩较好、科研能力较强的学

性别、户口性质(农村or非农)、就业单

务员、事业单位由于专业限制考取人数

生也容易只重学术、不重待人接物的经

位性质(公务员、事业单位、民企、自主

较少,而大学生村官、西部计划和三支一

验积累,忽视对自身能力的培养,缺乏

创业、读博)、是否对口就业等为统计参

扶等国家和地方项目又由于工作环境、

求职技巧。

数,结果如下表所示：

待遇等原因难以吸引到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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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健等总结了近年来我国硕士研究

2.1.2农科类研究生在人才市场的

条件,即使是专业硕士也需要发表学术

生就业日益突出的五大矛盾：一是用人

素质优势。农科类学子大都来自农村,

论文,虽然对社会实践有学分的要求,但

单位为研究生提供的岗位不充足的数量

其长期从事科研的环境都相对艰苦,需

培养过程中较多流于形式。从而出现了

性矛盾,二是研究生能力素质和用人单

要研究生扎根试验田,寒来暑往,艰苦探

农科类研究生毕业生众多,却满足不了

位要求不匹配的质量性矛盾,三是研究

索,形成了农科类学生“来自农村、研究

农业需要的紧缺专业技能人才的现象。

生专业和新兴产业不相符的结构性矛

农学、热爱农业”的艰苦奋斗、吃苦耐

此外,农科类研究生在就业中专业不对

盾,四是研究生求职和用人单位招聘不

劳精神和少说多做、埋头苦干、实事求

口情况严重。作为毕业研究生,本应形成

同步的路径性矛盾,五是研究生传统就

是的综合素质,这种精神品质和综合素

了比较确定的职业方向,但是囿于岗位

业观念与新时代就业要求的观念性矛

质得到很多用人单位的青睐。

设置,很多毕业研究生最终的职业和专

[3]

盾 。这在农科类硕士研究生就业中普

2.1.3研究生群体的学历优势。一些

业关系不大,还有一些研究生看似在种

遍存在,其中最主要的是结构性和观念

政府的人才引进和大型央企国企在就业

子农药公司,但却从事着销售等工作,专

性矛盾。农科类大部分专业均为传统型

时明确只招聘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者,

业核心竞争力没有发挥出来。

专业,与现代农业的需求还很有差距。加

这让农科类毕业研究生具备了一定的学

上传统“鲤鱼跳农门”的思想打消了一

历优势,特别是博士毕业研究生,就业前

大批学农青年回家科学种田、开办家庭

景好、工资待遇高、晋升之路快等优势

从国家政策层面上来看,党的十九

农场的想法。为此,要从思想上引导学生

非常明显。即使是区县一级的农业系统

大以来,党中央围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

现先就业、再择业,在实践中不断调整自

事业单位招聘时对硕士研究生也具有较

施乡村振兴战略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

己的职业状况。

多的优惠和倾斜政策。

出台一系列政策举措,各地政府都对大

2 基于农科类毕业研究生就业
决策的SWOT分析

2.3外 在 的 机 会 (opportunities)
分析

2.2内在的劣势(weaknesses)分析

学生就业给予相关的政策性照顾和奖励

2.2.1地方高校研究生群体普遍存

性措施。近年来更加明显,湖北省今年

SWOT分析法最早由美国旧金山大学

在的成本劣势。无论硕士研究生还是博

给予应届高校毕业生一次性求职创业

的管理学教授韦里克(Weihrich.H)于20

士研究生,其毕业时都不完全具备年龄

补贴,对于基层工作的研究生大多给予

世纪80年代初提出。SWOT分析法将与研

优势,导致研究生群体就业的选择面和

了人才津贴。从各地实施的措施方面,

究对象密切相关的优势(strengths)、劣

选择机会都大为减小。同时,前期完成学

国家号召湖北省外高校对省内高校的

势(weaknesses)、机会(opportunities)

业的财力投入、结婚生子的婚姻压力、

就业支持,同时通过扩大博士生招生规

和威胁(threats)4个因素,通过调查列

买车买房的现实生活压力等多重叠加,

模、加大博士后招收数量、提高博士后

举并依一定的次序按矩阵形式进行排列,

造成研究生群体毕业后的就业成本较大,

待遇等措施为研究生就业创造了更宽

然后运用系统分析思想,把各种因素相

大多数都希望能到经济待遇较高的单位

松的环境。全国各类大中型企事业单位

[4]

互匹配起来加以分析的方法 。在对农

就业,并希望具有相对稳定的工作。而目

今年普遍实施扩招,进一步落实了“稳

科类研究生就业困境及对策分析中,可

前的就业市场工作的待遇与工作的稳定

就业”的要求。各涉农企业在转型升级

以很好的利用该理论进行分析,为当前

性往往难以统一,导致研究生在就业过

过程中对人才的需求也从客观上创造

的就业形势“危中转机”。

程中形成“高不成、低不就,又不得不就”

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2.1内在的优势(strengths)分析

的被动局面。

2.4外在的威胁(threats)分析

2.1.1农科在国家治国理政中的政

2.2.2地方高校农科类研究生较普

地方高校农科研究生就业的外在威

策优势。国家领导人指出：“中国人的

遍存在的专业和能力劣势。地方高校农

胁主要来源于研究生扩招和经济转型期

饭碗必须牢牢端在自己的手上,而且碗

科类研究生在专业学习和能力培养方面,

双重作用。尽管当前研究生扩招确保了

中装着自己的粮食。”为此,每年的中央

普遍存在着重传统知识学习,轻实践能

更多学生升学,但是长远来看较大的研

一号文件都对“三农”问题作出部署,

力培养；重科学研究能力,轻综合素质培

究生体量和有限的就业岗位之间存在一

一些农业科学家如袁隆平等在“超级

养的现象。课程学习仍然以课堂灌输为

些不得不面对的矛盾。同时,“学生在就

稻”、
“海水稻”等方面的科研攻关得到

主,忽视了对学生自学能力、创新能力、

业中话语权缺失”、“本科岗位对研究生

国家的重大支持。同时,国家在行政改

解决农业生产实际问题能力等各方面能

岗位的取代”等给农科类毕业研究生就

革中对原“农业部”调整为“农业农村

力的培养。而在专业知识学习方面,基于

[5]
业带来了一定威胁 。

部”,整合资源统筹发展“三农”,特别

课题研究与论文写作的要求,课程内容

是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国

的设置与农业市场的需求脱节,不能适

3 加强农科类研究生就业的
对策

家对农科类人才的需求比历史上任何

应新型农业经济的发展。研究生毕业条

3.1加 快 农 科 研 究 生 培 养 模 式 的

时期都更加迫切。

件中普遍还是以高水平的论文作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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