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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视为“最难就业年”。毕业生在面临就业压力持续增加

的情况下，学校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和市有关毕业生就业工作的方针、

政策以及一系列文件、会议精神，在上级主管部门和领导的关心指导

下，在全校教职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圆满地完成了今年的就业工作，

现将我校 2013 年毕业生就业情况报告如下：  

一、促进毕业生就业的政策措施和指导服务 

1、领导重视，为就业提供保障。学院领导对就业工作亲自抓，

负总责，经常性地召开部门工作会议和院系辅导员工作例会，听取各

院系就业政策宣读、执行和落实情况。通报毕业生就业情况，分析就

业形势，查找存在问题和薄弱环节，明确各院系就业工作任务，认真

落实就业工作目标责任，想方设法切实提高毕业生就业竞争力，动员

全体教师积极关心毕业生就业，已形成人人关心就业、人人支持就业

的良好局面。 

2、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就业指导活动，引导毕业生认清就业形

势，转变就业观念。一是邀请就业指导知名专家来我校，针对体育院

校毕业生就业能力与面试技巧问题进行报告，就体育教师应有的专业

素养与求职技巧等内容进行详细介绍；二是积极开展就业指导，开设

就业指导课讲座，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就业形势的政策分析、就业

技巧、择业心理，创业意识等方面的教育，指导毕业生打破“传统观、

城市观、公有观”，帮助毕业生树立新型职业观；三是邀请我院成功



考研和就业的毕业生通过面对面交流获得求职、择业的指导，鼓励毕

业生拓宽视野，帮助学生增加择业成功机率；四是发挥学生工作队伍

的主体作用，激励和帮助学生自主创业、继续深造和考取各类职业资

格证书，增强学生的就业能力。 

3、以人为本，提高服务意识和水平。为毕业生服务，为用人单

位服务，始终是我们工作的目标。对毕业班辅导员有计划的进行培训

与全程化指导，使一些较成熟的工作经验、指导方法和手段得到推广，

有目的实施个性化指导；针对毕业生在择业过程中缺乏相应的就业知

识，也为了提高就业指导工作的效率和针对性，就业指导中心对国家、

地方及学校的毕业生就业政策进行了梳理，对毕业生在就业过程中遇

到的典型问题进行了分类汇总，汇编成《毕业生就业指南》，面向全

体2013 届毕业生免费发放。为毕业生顺利就业做好服务；切实加强

与用人单位的联系，加大宣传力度，我们编印了毕业生专业介绍和应

届毕业生生源情况给各用人单位。 

4、采取多种形式，大力宣传促进毕业生就业政策。利用网络、

短信、院内宣传栏及各类活动等形式，做好毕业生信息服务，提高信

息发布质量，确保供求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时效性。认真贯彻市

委市政府相关政策，实施国家和地方的一系列工程，缓解就业压力。

实施“各基层就业项目”、“高校毕业生预征入伍”、“选调生”、“西部

计划”、“三支一扶”、“自主创业”等工作任务，并鼓励毕业生到中小

企业和非公企业就业。 

5.开设《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课。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



于印发《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课程教学要求》的通知（教高厅

[2007]7号）精神，结合我院实际，制定了《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课

实施方案》、《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课程》管理要求。自2013

年面向全院本科学生开设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课，并作为公共

课纳入教学计划，贯穿学生从入学到毕业的整个培养过程。并通过教

学，使学生了解、掌握职业生涯规划和管理的基本原理，明确个人的

职业生涯发展路径，把就业压力转化成学习和成材的动力；树立正确

的择业观，增强就业和创业意识；熟悉国家的就业政策和法规，掌握

求职方法和技巧，提升未来的就业水平和适应社会需求的能力。 

6、开设《创业管理》选修课。在《创业管理》课中进一步强化

创业意识的培养，激发毕业生创业热情、提高创业能力、增强创业本

领。积极探索学生创业基地的建设，引导广大毕业生转变就业观念，

积极寻求与专业相关相近的领域就业。充分利用各种信息渠道，向社

会和用人单位发布我院毕业生信息，加强对我院毕业生的宣传和推荐，

通过多种渠道和途径提高毕业生的签约率和就业率。 

7、做好毕业生预征入伍工作。2013年共有 29 名学生应征入伍，

征兵工作圆满结束。6 月下旬，在我校举办了征兵工作推动会，天津

警备区副司令员张祥仁，河西区区委常委、副区长王亚令，河西区武

装部部长钟继发、政治委员芮士成，驻河西区高校领导及河西区教育

局、民政局等职能部门的领导，以及我校党委书记李克敏、院长姚家

新、党委副书记张生理出席了会议。我校历年来认真贯彻落实征兵政

策，积极支持和鼓励大学生应征入伍，从宣传动员、体检政审、入伍



欢送到复员复学，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细节力争做到周到细致，关怀

备至，让入伍学生感觉到祖国的召唤、家庭的温暖、师生的关怀。复

员学生代表刘小转讲述了自己在部队生活的点点滴滴，部队锻炼了自

己、磨练了意志、练就过硬的本领。在校征兵报名学生代表李昌运，

表达了在校大学生对军队的向往和保家卫国的诚挚愿望，并向同学们

发出响应祖国号召，踊跃报名参军、携笔从戎、报效祖国的倡议。  

8、困难群体帮扶。加强就业服务的针对性，对就业困难群体重

点帮扶。按照天津体育学院《关于对经济困难毕业生帮扶工作的实施

意见》；《关于对困难毕业生就业帮扶的工作的意见》，对家庭经济困

难毕业生享受资助基金标准和比例：资助比例为应届毕业生总数的

5%，资助标准为每年每人 300 元，特别是帮扶雅安地震灾区生源毕业

生给予重点的经济补助。通过专项培训、重点指导和优先推荐，实施

“一对一”的就业服务，切实帮助他们解决经济上、心理上和求职过

程中的实际问题，帮助他们顺利就业。 

二、毕业生的规模、结构、就业率、就业流向 

1、毕业生规模 

2013年我校共有毕业1580人，其中本科生1259人，研究生196人，

高职生125人。1580名毕业生中男生947人，占毕业生总数的59.94%；

女生633人，占毕业生总数的40.06%。各学历层次毕业生性别比例构

成如下： 

表1.各学历层次毕业生性别比例构成表 

      



    男 生 女 生 

学历 毕业生人数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专科生 125 51 40.8 74 59.2 

本科生 1259 795 63.15 464 36.85 

研究生 196 101 51.53 95 48.47 

合  计 1580 947 59.94 633 40.06 

2、毕业生就业率 

截至2013年12月31日,全校毕业生总就业率为94.68%，其专科毕

业生就业率94.4%、本科毕业生就业率94.52%、硕士毕业生就业率

95.92%。分学历层次毕业生就业构成如下： 

               表2.毕业生就业率统计表 

            
 

总就 业率 

学  历 毕业生人数 人数 比例% 

专科生 125 118 94.4 

本科生 1259 1190 94.52 

研究生 196 188 95.92 

合  计 1580 1496 94.68 

3、毕业生升学 

    2013年共有93名本科毕业生国内升学或出国（出境）深造，占本

科毕业生 

总数的7.39%；有10名专科毕业生升本科学习，占专科毕业生总数的

9%。研究生无人升博士深造。 



                    表3.毕业生升学情况统计表 

    升 学 

学  历 毕业生人数 人数 比例% 

专科生 125 10 8 

本科生 1259 93 7.39 

研究生 196 0 0 

合  计 1580 103 6.52 

4、毕业生协议就业和灵活就业情况 

协议就业是指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签订就业协议，学校依照就业协

议编制就业方案，经主管部门审定签发就业报到证的就业方式，不含

升学和灵活就业的学生。2013年专科毕业生协议就业人数14人，协议

签约率为11.2%；本科毕业生协议就业人数266人，协议签约率为

21.13%；硕士研究生协议就业人数104人，协议签约率为53.06%；学

校总毕业生协议就业人数384名，协议签约率为24.3%。 

灵活就业是在劳动时间、收入报酬、工作场地、保险福利、劳动

关系等方面不同于传统标准全日制就业方式的各种就业形式的总称，

包括仅签订劳动合同、仅出具就业证明、自由职业、阶段性就业、兼

职就业和自主创业等等，它是毕业生就业的形式之一。2013年我校有

1009名毕业生灵活就业，其中专科生94人，灵活就业率为75.2%，本

科生831人，灵活就业率为66%；硕士生84人，灵活就业率为42.86%，

全校灵活就业率为63.86%。 

                    表4.毕业生就业情况统计表 



      就 业   

学历 毕业生人数 签约 比例% 灵活 比例% 

专科生 125 14 11.2 94 75.2 

本科生 1259 266 21.13 831 66 

研究生 196 104 53.06 84 42.86 

合计 1580 384 24.3 1009 63.86 

5、毕业生回原籍和待就业情况分析 

毕业生回原籍是指派遣回原籍的毕业生，毕业后凭报到证及时到

原籍就业主管部门报到，由原籍就业主管部门进行二次下发派遣回毕

业生生源地最近的就业主管部门。2013年专科毕业生回原籍就业人数

7人，占专科人数的5.6%；本科毕业生回原籍就业人数42人，占本科

人数的3.34%；硕士毕业生回原籍就业人数2人，占研究生人数的1%；

全校回原籍就业的毕业生人数51名，占总人数的3.23%。 

待就业毕业生是指除去协议就业、升学、出国（出境）、灵活就

业和自主创业之外的所有毕业生。2013年专科毕业生无一人待就业；

本科毕业生待就业人数27名，占本科人数的2.14%；硕士毕业生待就

业人数6名，占研究生人数的3.06%；学校总待就业人数33名，占总人

数的2.09%。 

表5、毕业生回原籍和待就业情况 

      待 就 业 

学历 毕业生人数 回原籍 比例% 待业 比例% 

专科生 125 7 5.6 0 0 



本科生 1259 42 3.34 27 2.14 

研究生 196 2 1 6 3.06 

合计 1580 51 3.23 33 2.09 

毕业生待就业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因素。主要原因包括：（1）

暂不就业，等待公务员、事业单位招考，拟升学或出国深造；（2）

人才培养规模和质量与社会需求的匹配度；（3）就业期望值问题；

（4）性别问题；（5）就业能力等问题。 

5、毕业生就业流向分析 

（1）专科毕业生就业流向 

1）就业单位性质去向。2013年共有108名专科毕业生参加就业。

从就业单位的性质来看，有86人在事业单位就业,占毕业生总数的

68.8%，事业单位已成为专科毕业生的就业主体；其次是中小型其它

企业单位，有18人占就业人数的14.4%在企业单位工作；参军4人占总

数的3.2%。具体情况如下： 

表6、专科毕业生就业单位性质去向统计表 

单位性质 人数 
参加就业人

数比 

占毕业生总数

比例% 

人数 125 108 86.4 

事业单位   86 68.8 

企业单位   18 14.4 

部队   4 3.2 

2）就业地域分布。108名毕业生从就业地域分布来看，地级市



成为专科毕业生流向主体，有82人占毕业生总数的75.9%；其次是省

会城市，有20人占毕业生总数的18.5%；毕业生流向县级市单位的毕

业生有6人占总数的5.6%。具体情况如下： 

表7、专科毕业生就业地域分布统计表 

就业人数 省会 
占就业人

数比例% 
地级市 

占就业人

数比例% 
县级 

占就业人

数比例%  

108 20 18.5  82 75.9  6 5.6  
 

（2）本科毕业生就业流向 

1）就业单位性质去向。2013年共有1097名本科毕业生参加就业。

从就业单位性质来看，其他企业已成为本科毕业生就业主体，有600

人占就业人数的54.7%；其次是中小学教育单位，有239人占就业人数

的21.79%；其他事业单位的121人占就业人数的11%；机关单位35人占

就业人数的3.2%，高校22人占就业人数2%；国企44人占就业人数4%；

部队18人占就业人数1.6%；医疗单位15人占就业人数的1.37%；科研

单位3人占就业人数0.3%。具体情况如下： 

表8、本科毕业生就业单位性质统计表 

单 位

性质 
机关 科研 高校 中小学 医疗 

其 他

事业 

国

企 

其 他

企业 
部队 

人 数

1097 
35 3 22 239 15 121 44 600 18 

比例% 3．2 0.3 2  21．97 1.37 11 4 54.7 1.6 

2）就业地域分布。从1097名本科毕业生的就业地域分布，前往



地级市的有657人，占就业人数的59.9%；地级市成为本科毕业生的流

向主体；其次是省会毕业生流向有403人占就业人数的36.7%；到县级

市毕业生就业的37人，占就业人数的3.4%。具体情况如下： 

表 9、本科毕业生就业地域分布统计表 
 

就业人数 省会 
占就业人

数比例% 
地级市 

占就业人

数比例% 
县级 

占就业人

数比例% 

1097 403 36.7 657 59.9 37 3.4 

（3）毕业研究生就业流向 

1）就业单位性质去向。2013 年共有 188 名研究生参加就业。从就业单位的性

质来看，其他企业已成为研究生就业主体，有 74人占毕业生就业人数的 39.4%；

其次是中小学教育单位，有 63 人占毕业生就业人数的 33.5 %；高校 34 人占

毕业生就业人数的 18.1%；其他事业单位 5 人占毕业生就业人数的 2.7%；医疗

单位 5 人占毕业生就业人数的 2.7%；机关单位 3 人占毕业生就业人数的 1.5%，

国企 4 人占毕业生就业人数的 2.1%；具体情况如下： 

表10、毕业研究生就业单位性质去向统计表 

单位性质 机关 高 校 
中小

学 
医疗 其他事业 国 企 其他企业 

人数 188 3 34 
6

3 
5 5 4  74 

比  例% 1.5 18.1 
33

.5 
2.7 2.7 2.1 39.4 

2）就业地域分布。参加就业的188名毕业研究生，从就业地域分布来看，

省会成为毕业研究生分布主体，有100人占就业人数的53.2%；其次是地级市毕

业生流向，有83人占毕业生总数的44.1%；县级市毕业生流向5人,占就业人数

 



的2.7%。具体情况如下： 

表 11、毕业研究生就业地域分布统计表 

总人数 省会 
占就业人

数比例% 
地级市 

占就业人

数比例% 
县级 

占就业人

数比例% 

188 100 53.2  83 44.1 5 2.7  

 

三、2014 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的预测和分析 

从总体上看，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基本格局并没有改变，总量压力

依然很大，并将在今后一个时期持续存在。首先，就业的结构性矛盾

还将进一步加剧。现实的表现是部分企业“招工难”和劳动者“就业

难”问题并存，并且有常态化趋势。其次，部分毕业生专业背景、就

业意愿和岗位需求不匹配等问题已经成为结构性矛盾的焦点。第三，

国家要采取鼓励性措施，比如继续加大从基层选拔公务员的力度，完

善社会保险的接续办法，简化毕业生的就业程序，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切实解决像薪酬待遇、社会保险、户口档案、职称评定等实际问题，

畅通毕业生在不同地区之间、不同主体之间、不同层级之间自由流动

的职业通道。 

 

 

                                           2014年 9月 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