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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毕业生规模和结构

（一）规模

我院今年 2019 届毕业生共计 2383 人，2019 届毕业生分布情况如下：

表 1 2019 届毕业生分布情况

分院 专业 毕业生人数

民航交通

分院

708 人

空中乘务 410

民航运输 36

民航安全技术管理 88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149

直升机驾驶技术 25

信息技术

分院

405 人

计算机应用技术 192

计算机信息管理 85

计算机网络技术 88

移动通信技术 40

商务贸易

分院

673 人

电子商务 241

电子商务（跨境电子商务方

向）
43

国际经济与贸易 198

市场营销 146

物流管理 45

经济管理

分院

353 人

物业管理 82

酒店管理 59

应用日语 67

应用英语 76

文秘 69

创意设计

分院

244 人

广告设计与制作 66

环境艺术设计 75

会展策划与管理 76

展示艺术设计 27

合 计 全院 2383

（二）结构

1.生源地分布

我院 2019 届毕业生户籍所在地分布情况如下：浙江省内毕业生人数为 2251 人，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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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46%；省外毕业生 132 人，占 5.54%。具体生源地分布见下表。

表 2 2019 届毕业生生源地分布

生源地区 毕业生人数 百分比

杭州市 534 22.41%

宁波市 187 7.85%

温州市 405 17.00%

嘉兴市 176 7.39%

湖州市 113 4.74%

绍兴市 263 11.04%

金华市 182 7.64%

衢州市 73 3.06%

舟山市 30 1.26%

台州市 209 8.77%

丽水市 79 3.32%

浙江省外 132 5.54%

总计 2383 100%

2.性别比例

我院 2019 届毕业生中，男生 1246 人、占毕业生总人数的 52.29%；女生 1137 人，

占毕业生总人数的 47.71%，近 5年毕业生性别比例如下：

图 1 2015-2019 届毕业生男女生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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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毕业生就业基本情况

（一）就业率及就业方式

1．总体就业率及就业方式

截至 2019 年 10 月，我院 2383 名 2019 届毕业生，已就业 2326，毕业生初次就业率

97.61%。我院毕业生就业方式如下表所示：

表 3 2019 届毕业生就业方式

表中 14 名以其他录用方式的就业毕业生，基本都是公司因各种原因不与其签订正

式的就业材料而办理的就业工作证明等。

2． 各专业的就业率

我院各专业初次就业率详见下图，由于直升机专业特殊性，毕业生学业修满后需要

考取直升机驾驶资格证，才能在通用航空公司就业，且该证考取需要一定时间，我院该

专业 8 月底有 12 名学生在通用航空公司或者飞行学院进行考证培训，年底基本可以持

证上岗，算上这 12 名，直升机专业就业率为 100%。

图 2 2019 届毕业生各专业就业率

就业方式 签订就业协议书 签订劳动合同 自主创业 专升本 出国出境 其他录用形式

人数 1501 570 35 195 11 14

比例 64.53% 24.51% 1.50% 8.38% 0.47% 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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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业就业相关度

专业就业相关度表明专业培养的人才与培养目标方向(社会岗位)的对应联系程度，

也部分反映了毕业生与用人单位对专业培养的接受程度，根据毕业生就业所在行业和岗

位。我院已就业2019届毕业生就业总体相关度为79.54%，各专业就业相关度见下图：

图 3 2019 届毕业生各专业就业专业相关度

（三）就业流向

我院 2019 届毕业生就业单位所在地区的分布与往年基本一致，呈现两大明显特点：

一是就业区域集中在本省，2326 名已就业学生中有 2001 人（不含专升本）在浙江省内

就业，占比达 86.03%；二是初次就业地半数以上选择杭州。2019 届毕业生中，杭州本

地生源534人，占22.41%，但就业在杭州的人数为1323人，占已就业学生人数的56.88%，

相应的，浙江省内其他地区学生就业的比例均未超过 10%（温州最高也只有 5.85%），

显示出杭州明显强势的就业吸引力。

我院 2019 届毕业生在省外就业（不含出国）总计 119 人，占比 5.12%，分布在 19

个省和直辖市，主要集中在上海（51 人）、广东（15 人）、江苏（13 人），其他省份

就业人数均低于 10 人，大部分在 5人以下，显示出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就业吸引力更强。

上海就业人数最多，在外省就业的毕业生中，主要是空乘专业学生选择总部在上海的吉

祥航空、上海航空、春秋航空等航空公司就业。今年在以上航空公司就业人数超过 2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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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 2019 届毕业生已就业的省外生源 129 人，111 留在浙江省内工作，18 人回本

省就业或者到省外就业。

我院 2019 届毕业生出国出境人数为 11 名，其中前往日本留学的有 7名，前往迪拜

工作的有 2名，前往韩国和英国留学的各 1名，今年出国出境学生相对于往年数量上略

有所上升，国别也略有增加。

图 4 2019 届毕业生就业地区分布比例

（四）就业单位性质

我院已就业 2019 届毕业生就业单位性质的分布情况与往年基本相同，在民营企业

工作是我院毕业生的主要就业途径，1700 名毕业生在民营企业（不含个体户）中就业，

占已就业学生比例为 73.09%（比去年下降 11.35%）；其次在国有企业就业的有 221 人，

占比 9.50%（比去年上升 1.83%）；第三位是专升本，今年专升本毕业生人数达到 195

人，占比 8.38%（比去年增长 3.42%）；在三资企业就业的有 75 名毕业生，占比 3.22%

（比去年上升 1.27%）；其他性质就业如个体户就业、中高等教育单位、其他事业单位、

机关等性质单位就业的毕业生为 124，合计比例为 5.33%（主要是在个体单位就业比较

多占 4.77%）。出国人数比例较去年有所增加，有 0.47%（比去年增加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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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19 届毕业生就业单位性质比例

（五）就业行业分布

我院 2019 届已就业的毕业生，就业行业主要集中在：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服务

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制造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五大类。

每个行业就业学生数都在 90 人以上，合计占比 69.91%。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服

务业独占鳌头，有 454 名毕业生在该行业就业，排名第二的是批发和零售业，有 494 名

同学就业，与第一名只有 5人之差，该两类行业主要以电商、销售和广告类公司为主，

毕业生主要集中在销售、客服、外贸跟单、软硬件维护、设计等岗位就职。另外今年在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就业的学生相比往年也增加了许多，有 290 名学生就业占比

12.97%，比往年增加 2.91%。在该行业就业的同学主要来自于我院民航与交通分院的城

市轨道运营管理专业和空中乘务专业的学生，主要集中在航空公司、高铁、地铁等公司

就业。毕业生就业集中的行业及岗位，和我院面向现代服务业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教育理

念及学院专业类别设置是相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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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019 届毕业生就业行业分布比例

三、毕业生就业相关分析

（一）就业起薪水平

1．各专业起薪水平

我院2019届已就业毕业生初次就业的平均起薪水平在3458元，比去年提高438元。

空中乘务专业仍最高，起薪为 4108 元，比 2017 届增加 600 元，空乘专业起薪近年来都

排名靠前。今年超过 3000 元的专业相对于往年明显增加，除了轨道、环艺、展示专业

起薪在 2500 至 3000 元之间，其他专业均在 3000 元以上。总体各专业起薪水平相对往

年有所提高。根据浙江省教育评估院近几年的调查数据，我院毕业生在就业半年或一年

后，平均收入水平也有明显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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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2019 届毕业生各专业初次就业起薪水平

2．主要就业城市起薪水平

下面是浙江省主要就业城市起薪水平：

图 8 2019 届毕业生主要就业城市起薪水平

注：由于今年在金华市就业的毕业生人数不是很多且主要是该市生源的学生，在这

里就业的主要是我院电商类和计算机类专业毕业生，该类毕业生主要做销售和客服相关

岗位工作，有同学提成比较高，所以整体平均工资水平相对于较高，超过全院一半以上

就业人数城市——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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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主创业情况

我院已就业 2019 届毕业生中，有 35 人选择自主创业开始自己的职业道路，占应届

毕业生总数的 1.47%，比去年同期增加 0.22%，专业间创业情况有差异。我院毕业生创

业的比例近几年有所增加，主要取决于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大环境，以及学

院对在校生普遍开展就业教育的同时也进行创业教育熏陶，并健全创业机制，尽力培养

学生创业意识与能力。根据省教育评估院调查显示，学生在毕业一定时间后，待条件更

成熟时，许多毕业生会从就业转向创业。

创业的 35 名学生中，21 人注册为有限责任公司，14 人以个体工商户形式注册，今

年成立民营类公司形式创业的形式居多，比往年有所提高，也就是说我院优质创业学生

比例有所提高。创业从事的行业涉及批发零售业、信息技术服务等行业。

（三）学院满意度调查情况

学院在各分院就业材料自查基础上开展分院之间背靠背互查，学生对学院满意度调

查是互查的主要内容，全院累计有效互查学生 1550 人，互查率 78.13%。互查中，学生

对学院的满意度评价还是比较可观的，均在 97%以上。下面为满意度统计情况。

图 9 2019 届毕业生满意度调查情况

四、毕业生就业工作主要特点

（一）组织健全，建立制度保障

学院在毕业生就业工作中实行两级管理体制。学院成立就业创业工作领导小组，由

院长担任领导小组组长，分管院领导担任副组长，各分院院长和学院就业、学生、教学

等相关职能处室负责人为成员。下设工作小组，由各分院日常分管就业创业工作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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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学院职能处室就业创业专职人员组成，主要负责设定年度就业创业总体目标和任务；

制定考核实施方案；计划、组织、检查、总结、考评各项大学生就业创业工作；提供各

类就业创业服务。

分院根据《学院年度党政工作要点》、《学院两级管理考核方案》、《学院年度就

业创业工作目标责任制考核办法》要求，将大学生就业创业工作作为本单位年度工作的

重要组成部分；明确分院“一把手”为本单位大学生就业创业工作第一责任人，分院分

管领导为就业创业工作具体责任人，分解就业创业目标任务，并将工作逐一落实到各分

院从事就业创业工作的相关教师身上，形成人人有责，全员参与，共同做好大学生就业

创业工作的良好局面。分院主要负责分解、落实、执行、完成就业创业工作的各项目标

和任务；负责本单位就业创业工作的管理和考核；关注每一位毕业生实习就业全过程，

并提供相应的就业创业指导和帮助；及时向学院职能部门反馈在就业创业工作执行过程

中出现的问题等。

（二）全员教育，全程职业指导

学院成立了就业创业指导教研室，专门从事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教育的研究和实

施，为了提升就业指导教师的专业素养和业务水平，学院每年定期组织就业指导教师参

加国家、省级就业创业相关培训，旨在更好地为学生就业创业进行指导服务。

依托于学院就业创业指导教研室，学院坚持开设《大学生职业规划与就业指导》课

程。根据职业教育和学院专业设置的特点，采用自编教材，在教学过程中，以专业为背

景，结合多样性的教学方式，从职业生涯规划理论及实践教育入手，入学初教育引导学

生将学业规划与职业规划结合起来，同时实习及毕业前跟进就业应聘技巧指导，为毕业

生就业作准备。

（三）产教融合，实习推进就业

学院切实推进实习实训基地建设，为应用型人才培养提供坚实的基础。各专业教学

均建有紧密型实习基地，部分分院还在紧密实习基地基础上与企业进一步合作建立订单

培养关系，这些作为推进学生实践教学的平台。根据教学要求，不断开发和拓展实习实

训场所，提升培养合格职业人才的可靠环节。目前我院与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浙江分公司、

杭州地铁集团运营分公司、杭州国际会议中心有限公司洲际酒店、浙江顺丰速运有限公

司、浙江南都物业管理公司、浙江省会展协会等 135 家单位合作建立了学生实习基地，

在实习就业基地落实就业的毕业生有 393 人，占到毕业生总数的 16.49%。这些基地的建

立，为后续毕业生实习就业提供了保证，是实现毕业生优质就业、提高毕业生专业就业

相关度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学院将予以持续推进。

以实习基地单位为基础，在今年 5月 23 日举办了学院年度实习实训就业招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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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学院和分院共同的努力，共有 116 家单位参加了此次招聘会，提供岗位数 2900 个，

达成实习意向 436 人，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各分院结合自身专业实际，年度中举办各类

针对性强的小型专场宣讲会、招聘会 60 余场，在长期合作的基础上，国航、东航、厦

航等航空公司、萧山机场、杭港地铁等单位来校宣讲招聘几乎已成为每年的“固定节目”。

毕业生在相应的岗位先实习，后就业。这些年，此项工作逐步巩固扩大，为提高毕业生

的就业质量和层次提供了良好的保障。

学院就业职能部门根据企业需求和我院专业特色，不定期发布就业招聘信息 200 余

家次，就业职能部门还通过指导学生就业协会等学生社团，利用宣传窗、微信等推广手

段，向学生发布招聘信息，全力做好毕业生实习就业推荐工作。

（四）培养引导，鼓励创新创业

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愈来愈离不开创新创业型人才。学院充分利用和整合校

内外资源，聘任 5 名院级创新创业导师，着力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业能

力，以创业形式就业的毕业生人数逐年增长，今年学院毕业生中有 35 名学生创业，创

业率为 1.47%，比去年增长 0.22%，创业率近年来逐年提高。

为了更好地推进学院的创新创业教育，学院成立了创新创业学院，并组建了创新创

业工作领导小组。在学院领导的重视和创新创业学院的引领下，有望进一步提高学院创

新创业水平，更好地为有创业意向的学生服务。

学院每年积极参与杭州市有关创业培训项目，组织学生参加 SYB 和网络创业培训，

本年度共 326 名学生参加培训，为今后的创新创业活动做好准备。

学院还开辟专门的宣传场地，根据政府有关部门的推荐，向在校生宣传适合大学生

选择的创业项目，还对创业有成的毕业生事迹进行宣传，产生示范效应，提高学生创业

自信心和积极性。

（五）紧密结对，帮扶困难学生

学院对经济困难、就业困难和来自贫困地区的毕业生予以重点关注，落实每一个困

难生与分院相关领导、大三辅导员、专业指导教师结成就业帮扶对子，提供就业服务，

推荐就业岗位，全程关注落实其就业，决不让一个困难毕业生就不了业。组织家庭经济

贫困及就业困难的 30 余名毕业生参加政府部门举办的“寒门学子”专场招聘会；推荐 1

名家庭困难毕业生参加省教育厅联合钱江晚报“百名优秀贫困毕业生”就业推荐活动，

目前这名贫困毕业生已落实了工作；组织申请了特困毕业生 26 人的就业津贴；向困难

生提供具体帮助，优先推荐就业岗位，对就业困难毕业生提供就业技能方面的指导和服

务，提供一定的应聘交通费用等，让每一位困难毕业生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及学校的关

爱和帮助。2019 届贫困毕业生 110 人，目前已全部顺利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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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服务学生，设立专职队伍

本着从进一步关心关爱学生的角度出发，我院建立了一支专职化、专业化的辅导员

队伍，辅导员老师经过专业培训上岗，基本上是从大一开始带固定的班级，和学生培养

了深厚的感情和默契。现大三共有 19 位专职辅导员管理 57 个毕业班，每人负责 3至 4

个班级，约 150 位毕业生的实习就业工作。大三辅导员根据岗位的专业性和特殊性被称

为实践指导教师，主要职责是对大三毕业生实习、就业工作进行全过程的指导和帮助，

每周与在校外顶岗实习或已进入就业环节的毕业生联系，并深入顶岗一线，在年度内基

本要对自己所在班级每一位毕业生进行一次深入的顶岗实习或就业走访交流，既掌握毕

业生的近况和需求，及时帮助在岗毕业生解决因顶岗而不能回校处理相关实习就业事宜

的难处，又转达了学院对实习就业毕业生的关注和关爱，同时与实习用人单位的领导和

师傅进行近距离的交流，了解学生的表现和单位的需求，对毕业生就业的落实和今后校

企的合作交流均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本年度，全院大三辅导员（实践指导教师）岗

位走访率达到毕业生总数的 100%。大三辅导员是我院做好毕业生实习就业工作的重要依

靠力量，是直接指导和帮助毕业生的教育者，保持大三辅导员和毕业生的粘性也是提高

我院毕业生就业创业服务满意度的一个重要抓手。

五.毕业生就业发展趋势

（一）人数变化趋势

从近五年的数据看，我院毕业生人数整体稳定，近三年我院毕业生维持在 2300 人

左右，预计 2020 届毕业生人数在 2400 人以上。

图 10 学院 2015-2019 届毕业生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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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就业率变化趋势

近几年，我院应届毕业生初次就业率均在 97.5%以上，相对稳定。我院在力求维持

就业率稳定的基础上，努力提高毕业生就业质量。

图 11 学院 2015-2019 届毕业生初次就业率

（三）就业起薪水平变化趋势

根据学院组织的就业相关调查，我院毕业生近几年初次就业的起薪水平呈平稳增长

的趋势，2019 年再次达到近年最高 3458 元。根据浙江省教育评估院近年的调查数据，

在毕业一年后，我院毕业生的平均月收入水平还将增长 1000 元左右。空中乘务、民航

安全技术管理等专业增长更多。

图 12 学院 2015-2019 届毕业生初次就业起薪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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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创业人数变化趋势

国家和社会越来越重视和关注创新创业，学校也从多个方面支持和促进毕业生投身

创业。近五年来，我院应届毕业生初次就业投身创业的学生人数从 2015 年 19 人开始，

基本呈现逐年增长趋势。根据浙江省教育评估院调查数据显示，我院毕业生在就业一年

后，投身创业的学生比例也明显增长，位于省内高职高专院校前列。

图 13 学院 2015-2019 届毕业生初次就业创业人数

六、就业对教育教学的反馈

（一）反馈数据，助力专业建设

学院在人才培养上每年修订出台以社会岗位实际需要为核心的各专业职业人培养

方案。就业职能部门根据修订的需要，有针对性地、系统地收集与我院专业相关的单位

岗位信息，配合开展相关调查，及时提供相应数据及分析报告，同时也进一步完善基于

省教育评估院等第三方的质量反馈，注意数据的积累和延续，努力做到提供的就业数据

既能反映专业建设的优势，也反馈专业发展的薄弱环节和难点，同时为学院优化专业组

合，调整招生专业，提供参考数据。近年来高考招生录取综合改革，我院招生专业进行

相应调整，就业数据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二）数据积累，助推产教融合

就业职能部门逐步完善社会用人单位数据库，不断跟踪用人单位录用毕业生变动情

况，重点关注实习实训基地对就业的促进作用以及就业热点单位的延续性和稳定性，逐

步转变专业间资源不等量的状况。不断跟踪在实习实训基地实习的学生的就业推进情

况，促进实习与就业的密切联系，以实习为基础，以就业为导向。巩固拓展实习实训基

地建设，抓好实习与就业的有效链接，推动专业主动与企业开展合作，让企业也能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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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人才的培养中，推动人才培养水平和就业质量的提升。

（三）跟踪调研，反馈师资需求

就业职能部门分析我院毕业生就业的特点，跟踪学生就业行业、岗位的变化趋势，

关注毕业生就业后职业发展变化，搜集社会、行业和单位对毕业生职业能力的评价和对

学院教育教学培养方向和内容的需求，反馈师资需求信息，适应学院高职教育特点和行

业需求。为了将毕业生培养成适合行业和岗位要求、具有实际操作能力的应用型人才，

要提高有行业岗位工作经验、应用型师资的比例，增加“双师型”教师数量，将与行业

企业合作培养作为师资建设的主要方向，把引进行业和企业专家成为学生的导师作为重

要的师资补充途径。

（四）完善考评，促进教学提升

学院每年调整和修订就业工作考核方案，不断完善各项考核指标，不仅单纯考核就

业率的硬指标，也不断增加专业相关度、创业率、就业求职服务满意度、就业稳定率等

反映就业质量的指标，客观反映人才培养的实际效果，促使各分院提升专业教育质量，

更注重实践培养，推进实习基地转变为就业基地。同时，根据毕业生就业情况的变化趋

势，不断研究和探索能更科学反映毕业生就业质量和职业能力的考核指标体系。

学院就业职能部门每年将以公布年度就业质量报告为契机，以相关大学生就业创业

调查为基础，合理设置调查项目，不断完善分析研究方法，为调整专业设置、修改职业

人培养方案和确定招生计划提供参考依据，为办人民满意的职业院校而不断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