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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就业乃民生之本,全球经济下行使得我国外部需求乏力。国内为达成碳中和碳达峰战略目标,
构建环境友好型经济以及为实现产业升级转型而进行的《中国制造2025》对传统学科人才需求有所下
降,如今高校主张对新工科所需人才培养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使人才供给与需求存在结构矛盾。在大众化
就业形势下,由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人才供给与需求之间也出现供需矛盾。毕业生个人在求职理念上
期望过高,就业所要求的核心竞争力不强等因素导致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产生。对此应转变学生求职观
念,树立终生学习终生进步的理念,先就业后择业,适当降低自身就业期望,学校也应加强对学生的就业指
导以及专业核心课程的培训,增强就业竞争力,促使毕业生顺利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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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ular Employment
Yaqian Mu
Xi'an Peihua University
[Abstract] Employment is the foundation of people's livelihood, and the global economy downturn has made
China's external demand is weak.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strategic goal of carbon neutralization and carbon peak,
build an environment-friendly economy and realize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transformation, the demand for
talents in traditional disciplines has decreased. Nowaday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a certain lag in the
cultivation of talents required by new engineering, which leads to the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 between talent
supply and demand. In the situation of popular employment, due to the unbalanc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there is also a contradiction between talent supply and demand. Too high expectations in the concept
of job wanted and poor core competitiveness that employment required and other factors lead to the difficulty of
employment of studen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is regard, students should change their concept of job
wanted, establish the concept of lifelong learning and lifelong progress, get a job first and then choose the job,
and appropriately reduce their employment expectations. Schools should also strengthen the employment
guidance and the training of professional core courses for students, enhance employment competitiveness and
promote the smooth employment of graduates.
[Key words] employment ability of studen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popular employment situation;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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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问题,若是没有及时处理,将会使其在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逐渐走向大众化

的目标。然而实际上,现阶段有很大部分

较大的压力下产生过激行为,严重影响

和产业化,这使得高校毕业生人数逐年

学生受到各种因素影响,不具备良好就

社会发展与进步。

增加,大学生就业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新

业竞争力,难以适应就业市场的要求,会

1 新时期大学生就业现状

形势下,大学生面临自主择业、双向选

产生恐惧、自卑、从众以及焦虑等心理,

伴随着大学扩招,近年来大学毕业

择、竞争上岗这一就业体制,这会全面提

丧失找工作的信心,出现严重的就业心

生人数逐年增长,2021年高校毕业生人

升大学生学习积极性,保证在就业岗位

理困境。针对大学生存在的众多就业心

数达909万,预计2022届高校毕业生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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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超过1000万人。自2019年12月至今,

大学生就业所秉持的观念是要往大

生就业选择基层单位的积极性打了折

受新冠疫情蔓延和防控因素冲击,全国

中城市,国企、事业单位、行政机关以及

扣。产生基层大量岗位无人问津,大量待

[1]
毕业大学生的就业受到了影响。 自

待遇相对较好的外资企业、私企单位。

业人员找不到工作的局面。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以来,全球

对于中西部城市,边远艰苦地区,小微企

各国经济陷入停滞甚至倒退,仅我国采

业关注较少,就职意愿较低,造成小微企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各资本主

取有力措施率先完成复工复产,但别国

业无人问津,这客观上加剧了就业市场

义国家经济都陷入到衰退期,特别是自

疫情形势仍旧严峻,导致外部需求不足,

的竞争激烈程度。在大中城市,国企、事

2019年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各国为应对

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国际循环进程缓慢,

业单、行政机关以及待遇相对较好的外

危机不再能全力进行经济发展。我国采

用工数量也随之下降,对我国高校毕业

资企业,私企单位招聘人数的增长速度

取了强有力的疫情应对策略,将疫情稳

生的就业也造成了严重的冲击。

极大落后于有求职意愿的潜在求职者的

住,率先完成复工复产,成为2020年全球

而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家

2.4人力资源需求降低

增长速度,造成更多人的无法就业。对自

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但

开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追求经济高质

身认识不清,对岗位的认知也不够清晰。

是为完成碳达峰碳中和战略任务,实现

量发展,摒弃过去粗放的发展方式转而

找不到自己适合的岗位或者是自身真正

中国制造2025所规划的产业升级愿景,

追求环境友好型的经济发展方式；中国

感兴趣的工作,而是普遍从众,随大流现

产业结构做出大幅调整。老旧高耗能耗

制造2025所带来的产业升级对人才提出

象严重。对岗位仅仅从字面意思上进行

碳产业被关停,人力资源需求降低,新兴

了更高的要求。为完成碳达峰碳中和这

理解,并未深入了解岗位职责,求职时仅

产业正在培育,人力资源需求增长缓慢。

一战略任务,对传统耗碳量高的企业有

仅凭借对岗位的的一知半解甚至是对岗

因此从国内来说,人力资源需求总体减

所限制,耗碳量较低的新兴企业还未壮

位名称字面意思的好恶投递简历,并未

少,招聘岗位也同样随之减少,从国际来

大,客观上也减少了用工人数。疫情影响

将自身具有技能同岗位要求职责进行比

说,各国忙于应对疫情,无暇顾及经济发

致使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用工量也随之

对,产生自身能力同岗位职责要求技能

展,导致我国外部需求不足,企业也因此

减少,这一系列因素都对大学生就业产

并不匹配,降低求职成功率。

无法开足马力生产,提供岗位也因此减

生了消极影响,客观上加剧了大学生慢
就业现象。

2.3岗位供求矛盾化倾向,基层工作
岗位吸引力不足

2 新形势下大学生就业难原因

从我国整体国内大学生求职就业情

少。从职业来看,高校毕业生在房地产开
发/经纪/中介、销售业务、教育培训等
职业的就业前景较好,表明在这些职业

2.1毕业生就业核心竞争力不强

况来看,求职结构矛盾情况越来越严重。

[5]
中存在人才短缺的现象。 但是随着双

相比于有过工作经验的求职者,应

《中国制造2025》国家行动纲领的出台

减政策的出台,教育培训产业受到冲击,

届毕业生就业核心竞争力不强。表现在

标志着我国在科技领域向高新技术产业

招聘人数同样减少。

专业知识储备不足,实践能力有短板,人

链发起冲击国家开始加大对高新技术如

际沟通能力不足,没有工作经验等进而

新一代信息技术、机器人、5G大数据、

3 大众化就业形势下大学生就
业对策

导致整体的综合素质不够高。特别是实

云服务,新能源汽车的扶持力度,与之相

3.1引导学生转变观念,树立正确的

践能力方面,大多数高校毕业生在校期

关的新工科毕业生需求增长较快,而传

间仅注重理论学习,将精力主要放在构

统制造业的用人需求则增长乏力,同时

一劳永逸找到完全与自己匹配的工

建知识体系上。进行参观实习及假期实践

也是由于对产业升级的重视,在此次产

作,是学生中普遍存在着的想法。可随着

等活动沦为走过场,对自己毕业后的就业

业升级中对文科类毕业生的需求并未增

时代的发展,市场竞争越发激烈的情况

[4]

择业观先就业再择业

去向并没有清晰的认识。有高校在大四安

加。 对新工科毕业生需求强劲,传统工

下,这种观念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对于

排毕业实习,并将实习期间的各项内容计

科毕业生需求发力,文科类需求增长微

用人单位来说,应届毕业生缺乏工作经

[2]

入个人成绩、绩点的考核要求。 然而很

乎其微。产生用人需求的结构性矛盾,

验以及岗位所必须的相关经历,招聘时

多学生忙于备考编制或是研究生入学考

而高校人才培养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这

不能提供让应届毕业生满意的工作岗位

试,势必不能认真进行实习,只能草草了

也是造成人才供需结构矛盾产生的重要

和薪资。因此应该转变观念,树立先就业

事,无法达到毕业实习最初设定的让学

原因。艰苦边远地区的用人单位,基层各

后择业的观念,在工作中不断积累经验,

生提升自身的独立工作能力。实践能力

单位所提供的岗位与大学生所期望的钱

不断学习提升自己,在自己能力达到更

并未得到锻炼。因此在激烈的就业市场

多事少离家近的岗位相距甚远,这打消

高岗位要求后再选择让自己满意也更适

上,竞争力显得尤为不足。求职过程中存

了大学生前往艰苦边远地区,基层就业

合的岗位。同时在就业实践中找到自己

单位就业的意愿。同时艰苦边远地区,

的优势和长处,认清自己适合的岗位,这

基层工作岗位的晋升机制不完善,在基

也对以后的择业有所帮助。

在明显短板,降低了就业成功率。

[3]

2.2毕业生岗位期望过高,认知不
清晰
24

层就业很难得到上升空间,这也让毕业

3.2引导毕业生做好职业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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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难的原因还在于毕业生对自

领求职创业补贴的宣传,为学生求职提

重要意义；作为国家培养的高素质人才,

己未来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规划,存在一

供经济上的帮扶,同时还要借助网络工

高校毕业生的顺利就业,对我国在经济、

种得过且过的观念,从众心理严重。面

具广泛收集招聘信息并及时发布给求职

文化、社会领域的发展,以及对于提升我

对考研和就业并没有做出自己的坚定

学生,加强信息帮扶,以此提升就业成功

国的综合国力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作

选择并坚持下去,其中最明显的事例就

率,促进学生就业。

为毕业生本人应该首先转变观念,树立

是考研人数逐年激增而最后有相当的

3.4学校解决大学生就业心理困境

正确的择业观,先就业再择业,在大学期

学生没有参加考试。对自己的规划不清

(1)高校一般会设置大学生职业生

间就制定清晰的职业规划,积极参加以

晰,造成考研和工作两项都落了空,产

涯规划以及就业指导等相关课程,但是

事系为代表的社会实践活动,作为人才

生就业难题。

很难获得良好的效果。因此需要学校开

培养单位的高校,应及时更新就业指导

设这门课程时,充分考虑学生实际情况,

课程,提供就业相关的理论知识和实践

对相关方案进行调整。此外,应结合对往

机会,加强专业核心知识的教育,让学生

届学生的调查结果来设置课时长短,结

掌握并不断提升自身就业核心竞争力。努

限于课堂之上,应贯彻三全育人的理念,

合企业需求设置课程内容,保证该课程

力促进高校毕业的社会化,帮助其顺利

将就业的理念贯穿到学生的整个大学

合理性,将其作用发挥出来。(2)很多大

进入社会就业,在实现个人价值的过程

生涯,首先应根据所处年级开设不同就

学生比较相信学长学姐以及同学的话,

中也更好地实现社会价值。

业指导课程,让学生不断加深对就业的

这时高校通过朋辈引导,对大学生就业

想法,让学生认识到顺利毕业后更应该

进行积极引导。(3)高校可与企业加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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