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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是一所以职业为导向，以工科见长，管经

文理艺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应用技术大学。 

学校坚持以人才培养为根本任务，培养具有职业技能、职业

信用、职业特色的应用型人才，坚持教育与社会经济相结合、教

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坚持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相对接、课程内

容与职业标准相对接；坚持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相对接。遵循教

育规律，强化内涵建设，承担社会责任，为上海现代化建设输送

了以全国劳动模范和优秀发明家包起帆、李斌等为代表的各级各

类技术与应用型人才十万余名，取得了较为显著的办学效益和社

会效应，被誉为中国职业教育标杆和劳动模范培养摇篮。 

为更好地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

积极对接上海市教育综合改革，全面落实我校职业导向高等教育

的办学定位，适应现代职业教育发展，促进学校内涵进一步发展，

学校于 2014 年 7月启动实施了以学科专业布局优化和行政机构

调整为主要内容的布局优化调整工作，将原来的 9个学院优化调

整为目前的工学部（下设智能制造与控制工程学院、计算机与信

息工程学院、环境与材料工程学院）、文理学部（下设理学院、

外国语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应用艺术设计学院、高等技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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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国际）学院、国际交流学院等教学单位。学校以本科教育

为主，积极开展高水平的高职（专科）教育，同时举办富有特色

的研究生和留学生教育，另承担一定规模的成人与继续教育。现

有全日制在校学生一万二千余人，成人学历教育近六千人。 

学校高度重视毕业生就业工作，根据教育部《教育部办公厅

关于编制发布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的通知教学厅函

[2014]25 号》要求，学校编制和发布《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2014

届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本报告基于全体 2014 届毕业生

的就业数据，再结合调研数据进行分析，以全面反映毕业生的就

业状况以及毕业生对学校教育教学、就业服务工作的反馈。由于

2014 届毕业生毕业时，学校的布局优化调整尚未完成，所以本

报告仍按原学院建制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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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毕业生基本情况 

一、 毕业生规模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2014届毕业生共3170名，本科2149名，

专科 1021 名。其中上海生源毕业生 1575 人，非上海生源毕业生

1595 人，上海生源与非上海生源毕业生人数基本持平。 

 

图 1-1 2014 届业生总体规模分布图 

二、 毕业生结构 

1. 毕业生性别比例 

学校 2014 届毕业生中，男生 1635 人，占毕业生总人数的

51.58%；女生 1535 人，占毕业生总人数的 48.42%，总体男女

性别比为 1.07：1，即男女生比例较均衡。分学历来看，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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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男女生比例基本持平；本科学历男生多于女生，男女性别

比为 1.10：1，即本科学历男生人数约是女生人数的 1.1 倍。 

 

图 1-2 2014 届毕业生性别分布 

2. 毕业生生源地分布 

2014 届毕业生中，上海生源毕业生 1575 人，非上海生源

毕业生 1595 人，上海生源与非上海生源毕业生人数基本持平。 

 

图 1-3 2014 届毕业生生源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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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毕业生学院分布 

学校 2014 届毕业生分布在 9个学院，各学院毕业生人数如

下表所示。其中毕业生人数占比排名前三位的学院分别是：第一

经济管理学院，占毕业生总人数的 19.15%；第二机电工程学院，

占毕业生总人数的 17.48%；第三计算机与信息学院，占毕业生

总人数的 15.96%。 

表 1-1 2014 届毕业生的院系分布表 

学院 人数 比率(%) 

经济管理学院 607 19.15 

机电工程学院 554 17.48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506 15.96 

人文国际学院 496 15.65 

电子电气学院 419 13.22 

外国语学院 267 8.42 

应用艺术设计学院 170 5.36 

城市建设与环境工程学院 86 2.71 

理学院 65 2.05 

合计 317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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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毕业生就业状况 

一、 就业率 

1. 总体就业率 

2014 届毕业生本科就业率为 97.2%，专科（高职）就业率为

90.7%，总体就业率为 95.1%。 

2. 各学院就业率 

学校 2014 届毕业生就业率各学院中最高的是应用艺术设计

学院 100%，就业率最低是人文与国际交流学院（86.9%）。 

 

图 2-1 各院毕业生就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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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科专业就业率 

2014 年，学校本科专业中有 6个专业的就业率达到 100%，

分别是工业设计、艺术设计、材料化学、电子商务、电子信息工

程和网络工程。而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的就业率则相对较低，

为 88.41%。 

表 2-1 本科专业就业率排名 

本科专业 就业率 

工业设计 100.00% 

艺术设计 100.00% 

电子信息工程 100.00% 

材料化学 100.00% 

电子商务 100.00% 

网络工程 100.00% 

英语 99.21% 

会展经济与管理 98.73% 

物流管理 98.73% 

数字媒体艺术 98.39%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98.31% 

自动化 98.13% 

机械电子工程 97.80% 

信息显示与光电技术 9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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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工程 97.30% 

公共关系学 97.14% 

机械工程及自动化 96.84% 

日语 96.63% 

信用管理 96.00% 

交通运输 95.95% 

财务管理 95.93% 

环境工程 94.64% 

信息与计算科学 94.44% 

工业工程 94.29% 

国际商务 93.51% 

测控技术与仪器 91.94%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88.41% 

4. 专科（高职）专业就业率 

2014 届高职毕业生中，有 3个专业的毕业生的就业率达到

了 100%，分别是应用艺术设计、通信技术及信息安全技术。会

展策划与管理(中澳合作)、社区管理与服务和文秘三个专业的就

业率相对较低。 

表 2-2 高职专业就业率排名 

高职专业 就业率 

应用艺术设计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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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技术 100.00% 

信息安全技术 100.00% 

数控技术(机床数控技术) 98.65% 

应用电子技术 97.30% 

工商企业管理(商贸经营管理) 97.14%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96.55% 

眼视光技术 96.55% 

应用韩语(外贸韩语) 96.30% 

应用英语(外贸英语) 95.83% 

模具设计与制造 93.75% 

软件技术 93.65% 

电气自动化技术 92.96% 

计算机应用技术(数据库技术)(中澳) 92.31% 

物流管理 92.11% 

建筑经济管理 91.67% 

金融保险 91.67% 

国际商务(中澳合作) 90.91% 

国际商务 90.00% 

会展策划与管理(中澳合作) 89.29% 

社区管理与服务 84.38% 

文秘 8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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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14 年教育部预警专业就业情况 

2014 年教育部发布全国就业率较低预警专业名单（共 15个

专业）：食品卫生与营养学、生物科学、旅游管理、社会体育指

导与管理、市场营销、动画、知识产权、广播电视编导、表演、

艺术设计、播音与主持艺术、音乐表演、电子商务、贸易经济、

公共事业管理。我校涉及艺术设计和电子商务两个专业，2014

届毕业生就业率均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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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毕业流向 

1. 总体就业流向 

学校 3170 名毕业生中，就业毕业生为 2685 人（84.70%），

升学 281（8.86%）；未就业 156 人（4.92%）；出国 48 人（1.51%）。

如下图所示： 

 

图 2-2 2014 届毕业生毕业去向分布 

2. 不同性质用人单位就业情况 

2014届毕业生就业的单位性质覆盖了国有企业、事业单位、

三资企业、大型民营企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他类型企业。

其中，股份有限公司是主要的流向，占比为 31.2%%；其次为三

资企业及大型民营企业，占比分别为 23%和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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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2014 届毕业生毕业就业单位性质分布 

3. 毕业生就业单位行业流向 

(1) 总体就业行业流向分析 

2014 届毕业生中进入制造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

融业、计算机、通信及互联网服务四类行业比例比较高，合计达

76.68%。 

 

图 2-4 2014 届毕业生就业单位行业流向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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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专科毕业生就业行业流向分析 

本、专科毕业生就业行业分布情况不同，其中 36.72%的本

科生进入了计算机、通信及互联网；54.30%的大专（高职）毕业

生进入制造行业。 

 

 

图 2-5 本、专科毕业生就业行业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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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升学及出国情况 

2014 届毕业生中，升学人数为 281 占比 8.86%；出国深造人

数为 48 人占比 1.51%。 

 

图 2-6 2014 届毕业生升学、出国分布 

209

72

48

0

50

100

150

200

250

专升本 考研 出国



 

- 15 - 

 

第三部分：就业质量相关分析 

一、 就业满意度分析 

毕业生的就业满意度调查中，调查内容为我校 2014 届毕业

生在成功就业半年左右的时间中对目前工作满意度的自我评判，

94.5%的毕业生表示满意与比较满意，仅有 5.5%的毕业生表示不

满意，反映了我校毕业生对当前就业机会、就业环境及岗位的认

可度较高。 

 

图 3-1 毕业生对就业满意度评价 

二、 专业对口度分析 

我们针对 2014 届已就业毕业生进行了就业岗位与专业对口

度调查，其中表示“完全对口”的毕业生占 36.80%，“比较对

口”的毕业生占 30.60%，毕业生表示“完全不对口”占 1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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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业对口度是一个比较难区分的概念，应该使用何种标准来

对毕业生的专业进行对口度测量，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索的内容。

我校作为以工科为主的院校，针对制造业、计算机及互联网企业

或金融相关企业的培养模式，还是取得毕业生的高度认可，并且

能够对毕业生在工作中带来巨大的帮助。 

 

图 3-2 毕业生专业对口度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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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毕业生就业工作举措 

结合学校的发展定位和特点，上海第二工业大学以提升大学

生就业竞争力为目标，明确校企合作定位；以企业对人才需求为

导向，设置校企合作专业；以职业能力和岗位需求为依据，开发

校企合作课程；以互利互惠、互补互促为原则，建立校企合作运

行机制。着重从建立研究保障、制度保障、师资保障、教学实施

保障、教学管理保障、就业服务体系保障、创新校企合作方式保

障等机制。最终让毕业生多形式、多途径、多种类就业，实现招

生教学就业工作的良性循环。 

一、促进毕业生就业的举措 

1. 健全的就业工作机制 

学校党政领导高度重视毕业生就业工作，始终把就业工作当

作事关发展学校发展的大事来抓，建立了“一把手”总负责，党

政齐抓共管，校企合作联动，全校教职工人人关注、参与就业的

工作机制，形成“一、二、三、四”工作体系。即：实行“一把

手”工程；加强校院二级管理制度；形成就业考评、就业反馈、

就业服务三项工作机制；搭建校园就业信息网、校企合作单位就

业资源、校外实训、见习基地和各企事业单位人力资源网络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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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平台，形成了贯穿全员化推进，全方位指导，全程化服务的

就业工作机制。 

2. 聚合区域、行业资源，形成“三区”联动的产学机制 

学校以社会人才需求为导向设置专业，通过建立市场需求分

析、人才预测、吸收行业企业专业人员参与开发和确定专业的专

业设置新机制，真正做到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和所在地区

企业服务。学校地处浦东金桥出口开发区，比邻张江高科技园区、

自贸区，将就业工作拓展到社区、科技园区。实现学校和企业、

社区、科技园区人才培养的无缝对接，做到“三区”政策统筹、

资源整合、产学研结合，实现“三区”联动。 

3. 推进创新创业教育和自主创业 

为了鼓励、引导、支持和规范学生创新创业，学校出台了《上

海第二工业大学学生自主创业管理实施意见》、《上海第二工业

大学大学生创业街管理暂行规定》、《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大学生

创业基金管理办法》《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大学生自主创业项目申

报流程》、《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创业基地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支

持扶植大学生创业管理办法。学校一直高度重视大学生创新创业

教育工作，始终把培养大学生的创新精神、提高大学生的创业能

力作为学校创新创业教育的目标和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重要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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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通过办好 NEFT 创业培训班（已举办十一期，近 6000 名学

生获得创业培训资格证书）、各类创业讲座、承办“金蝶杯”、

“用友杯”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等，推进大学生创业引领计划和

创业实践活动。学校通过选苗、育苗，对有发展前景的创业团队

进行扶持，2012 年、2014 年分两批建设了“大学生创业实践基

地”、“大学生创业实践街”，共有 14 个学生创业项目经过申

报、筛选、专家答辩竞争入驻。为使创业团队能快速走上创业良

性循环之路，一方面在辅导员队伍中开展创业指导师的培训，目

前有 38 人拥有教育部颁发的创业指导师证书，为全市高校之最。

同时，还聘请了知名创业型企业老总作为学校创业专家指导团成

员，对每个创业团队进行一对一的创业帮扶。 

二、就业指导服务情况 

1. 招聘信息发布和平台建设 

学校建设了大学生就业信息服务网和就业信息服务系统，及

时发布就业信息，为企业和学生提供方便快捷的信息服务。多年

来，学校充分利用校友和教师资源，精心培育行业性就业市场。

利用已建成的就业新媒体平台，建设高层次企业、就业率高企业

和校友担任企业高管的“三高”企事业单位信息库，拓宽就业高

端市场。坚持办好学校综合类大型供需见面会，增加高层次企业

小型招聘会和知名企业专场招聘会数量，整合各类社会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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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学校与市人才行业协会开展了中介机构进校园、与

市、区人保局开展了公共服务进校园、与各大型企业集团开展了

年度大学生校园招聘发布会进校园等品牌活动。建立起了一个

“以大型企业集团为基本，中小型及民营企业为支持，各类行业

协会中介机构为媒介，校企合作产学研企业为依托”的学生就业

基地网络，确保了学生高质量充分就业。学校为 2014 年毕业生

举办 4场大型招聘会，招聘单位近 900 家；专场招聘会 39 场，

提供就业岗位近 30000 个。 

2. 建立生涯指导课程体系，建设专业化的职业发展教师队伍 

学校结合学生成长发展特点，制定了《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学

生职业生涯指导体系》，开设了《职业生涯规划与管理》的公选

课，将职业生涯发展教育开发成系列大学生素质拓展课，形成包

括职业生涯规划与管理、求职公关技巧、社交心理及训练、大学

生创业理论与实务等系列课程。 

形成了“四个融入”的职业生涯服务体系，将职业生涯教育

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一将职业发展教育融入学生工作体系、新

生入学教育中开展职业发展教育；二将职业发展教育融入辅导员

专业化建设队伍，定期召开各学院专职就业(职业发展教育)辅导

员工作协调会议；三将职业发展服务融入学生生活园区，开展“一

对一”的职业辅导咨询，并在学生宿舍设立二级辅导站；四将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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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教育融入学生帮困助学体系，重点指导与服务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形成“套餐式”职业导航模式。与此同时，依托信息化

平台，推进职业生涯和创新创业教育的网络课堂建设，形成线上

线下、课内课外全天候对生涯规划指导的新格局。 

3. 以充分就业为目标，强化专业实习实践 

学校主动适应社会需求培养学生职业能力，实施校内实践与

校外实习等“三位一体”的职业实践活动。第一实施工学结合、

学校建有实践教学的实验室、实习、实训场所共 35个，校外实

习基地 27 个，每学年专门设置了为期 3周的短学期用于专业实

习实训。第二实施产学合作，学生培养由学校和企业共同进行。

目前学校与 100 多家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与 60多家企业签订

协议，合作培养学生、合作开展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第三充分

利用校园文化活动发展职业能力，充分利用学校和社会各类资源

开展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与浦东新区政府签订合作共建协

议，制定政策，把学生社会实践纳入学分，鼓励学生积极参加社

会考察、社会服务，志愿活动、社团活动等一系列的实践活动中

提升学生职业能力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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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学校就业指导服务的满意度 

毕业生对我校就业指导及服务的满意度调查中，97%以上的

毕业生表示满意，仅有 3%的毕业生表示不满意，反映了毕业生

对我校就业指导及服务工作的认可。 

 

图 4-1 毕业生对就业指导服务的满意度评价 

非常满意, 

25.78%

满意, 54.11%

比较满意, 

17.10%

不满意, 3.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