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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职院校是我国教育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培养社会需求的技术性人才方面扮演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随着教育的改革与发展,高职院校的毕业生数量逐年增多,各大社会企业对人才的要求也愈来
愈高,学校的毕业生面临的就业压力也越来越大,高职院校的毕业生就业创业能力得到了充分的考验。高
职院校毕业生的就业和创业能力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出高职院校的教学质量,高职院校要想提高学生
的就业与创业能力就需要从毕业生实际的就业和创业情况出发,有效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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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education system, and play a vital role in
training technical talents for social needs. With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the number of
graduate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s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and the requirements of major social enterprises
for talents are getting higher and higher. The employment pressure faced by the graduates of the school is also
increasing, and the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ability of the graduates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has
been fully tested. The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ial ability of graduates from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can
largely reflect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 order to improve students'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ial ability,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need to start from the actual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ial
situation of graduates and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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