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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社会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新时代,民办高职院校也积极注重自我教学能力的提升。在对应届
毕业生的就业指导工作进行落实的过程中,了解毕业生实习就业等基本情况,根据具体问题,提出针对性
的策略十分重要。因此,要结合民办高职院校的办学属性,深入到毕业生就业现状研究之中。从就业环境、
办学水平等相关因素角度,考量具体的管理对策,以期实现高质量的发展目标。
[关键词] 民办高职院校；毕业生；实习情况；就业现状；具体对策
中图分类号：G648.7 文献标识码：A

Analysi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Internship and Employment of Graduates from Private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Lanqianxin Chen Cuitao He Haipeng Luo Zongru Zhang Yuhua Ren Yongxin Su
Guangxi Peixian International College
[Abstract] In the new era of increasingly fierce competition in social market, private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lso actively pay attention to the improvement of self teaching ability. In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ing the
employment guidance of fresh graduates,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he basic situation of graduates'
internship and employment, and put forward targeted strategies according to specific problem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combine the school running attributes of private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go deep into the
research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graduates' employ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ployment environment,
school running level and other relevant factors, the specific management countermeasures should be considered
in order to achie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go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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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大学生实习实训补贴

涯认识、专业认知等选修课程进行设置。

4 结束语

各个地区要根据地区实际,加强大

而对于毕业生来讲,可以组织学生参加

综合以上内容分析,为有效推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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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教师、学生、学校等相关主体还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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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线下,可以组织学生参与招聘会；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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