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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许昌陶瓷职业学院是 2010 年经河南省人民政府批准，

国家教育部备案的、全省唯一一所以陶瓷为特色的全日制普

通高等院校。学院位于华夏文化的重要发祥地、汉魏历史文

化名城、全国文明

城市——许昌市。 

校内绿树常

青、绿草如茵，亭

台小景点缀其中，

构成优雅的育人

环境。学校坚持

“专家治校、名师

执教”的原则，不

仅拥有一批知名

专家、教授，而且

拥有一支师德高

尚、素质优良、治学严谨、结构合理的既能讲授专业理论知

识、又能指导实际训练和操作的“双师型”教师队伍。    

    学校设有陶瓷工程系、工商管理系、建筑工程系、

机电工程系、信息工程系、交通运输系、经济贸易系，开设

财务管理、房地产经营与估价、物业管理、市场营销、会计



电算化、音乐表演、园林技术、酒店管理、汽车检测与维修、

计算机互联网运营、汽车电子技术、机电一体化、艺术设计、

材料工程技术等二十余个专业。 

    明确的培养目标：学校坚持“以服务为宗旨，以就

业为导向”的原则，以市场为导向设置专业，准确定位培目

标，加大对学生的实际职业技能训练，使学生毕业时能获得

相应的毕业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学校为毕业生设有网上求

职系统，并与用人单位广泛联系，拓展就业岗位。为保证毕

业生顺利就业打下坚实基础。 

受突发疫情的影响，就业形势极最为严峻。就业工作压

力也陡然增大。面对极具挑战的就业环境，在上级主管部门

和学校党委、行政的正确领导下，就业处加强部门联动，多

措并举，共克时艰，把拓宽就业渠道、优化就业指导作为重

中之重，不断摸索就业工作的方法和模式。 

为全面贯彻落实全国及河南省就业创业会议精神，促进

高校毕业生多渠道就业创业，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

业，许昌陶瓷职业学院努力提高做好新时代高校毕业生就业

创业工作，全面推进就业创业工作。通过专业化、精细化、

信息化的安排部署，支持和引导学生把个人职业生涯科学发

展同国家社会的需要紧密结合。在严峻的就业形势下，学校

实现了毕业生就业率保持高位和就业质量稳步提升。创新创

业也有了新的局面。        



2020 年，许昌陶瓷职业学院努力适应新时代高校毕业生

就业创业工作新形势、新要求、新变化，持续改进和完善生

涯教育及就业创业指导、就业渠道拓展就业管理服务、就业

创业状况跟踪反馈等工作，在就业布局、就业引导、就业帮

扶、就业信息化建设等方面力争突破，推进开发人力和培育

人才工作再上台阶，促进毕业生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努力践行服务国家社会行业发展的责任担当。 

现将《许昌陶瓷职业学院 2020 年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

报告》予以发布。2020 年，学校实现总体充分就业，就业率

为 91.2%。报告以 2020 届毕业生数据为准，统计日期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一、毕业生总体规模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许昌陶瓷职业学院 2020 届毕

业生共计 591 人，涉及 5 个院系，涵盖 13 个专业。 

 

就业率统计表(院系/专业/学历) 

各院系毕业人数： 

陶瓷工程系（47） 

经济贸易系（207） 

工商管理系（254） 

交通运输系（63） 



就业率统计表(学院/专业/学历)  

院系▲ 专业 总就业率 
学历 

专科生毕业 专科生结业 

合计   91.20% (539/591) 91.13% (534/586) 100.00% (5/5) 

陶瓷工程系    95.74% (45/47) 95.74% (45/47)   

  艺术设计  96.88% (31/32) 96.88% (31/32)   

  环境艺术设计  100.00% (10/10) 100.00% (10/10)   

  音乐表演  80.00% (4/5) 80.00% (4/5)   

经济贸易系    97.10% (201/207) 97.06% (198/204) 100.00% (3/3) 

  财务管理  97.62% (82/84) 97.62% (82/84)   

  会计  75.00% (6/8) 75.00% (6/8)   

  会计电算化  100.00% (90/90) 100.00% (87/87) 100.00% (3/3) 

  市场营销  91.67% (22/24) 91.67% (22/24)   

  艺术设计  100.00% (1/1) 100.00% (1/1)   

工商管理系    84.65% (215/254) 84.58% (214/253) 100.00% (1/1) 

  房地产经营与管理  100.00% (10/10) 100.00% (10/10)   

  房地产检测与估价  100.00% (8/8) 100.00% (8/8)   

  旅游管理  82.11% (179/218) 82.11% (179/218)   

  酒店管理  100.00% (18/18) 100.00% (17/17) 100.00% (1/1) 

交通运输系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93.65% (59/63) 93.55% (58/62) 100.00% (1/1) 

机电工程系  机电一体化技术  95.00% (19/20) 95.00% (19/20)   
  

毕业生就业率，是指继续求学深造和就业毕业生数量占

毕业生总数的比例。其中，继续深造是指专升本的学生。就

业包括签三方协议就业，签合同就业和灵活就业两种形式。

灵活就业包括未与用人单位签署就业协议或劳动合同就业

和自由职业。截止到 2020 年 12 月 31 日，我校 2020 届毕业

生就业率为 91.2%。其中升学比例为 3.7%，到基层就业率

3.41%，灵活就业比例为 29%。暂不就业率 1.02%。待就业人

数为 51 人，待就业率为 8.62%。 

机电工程系（20） 



三、 毕业生就业流向 

2020 年，我校毕业生流向三十多个省份。 

就业流向统计表（地域）  

院系▲ 所在地区 
学历 

专科生毕业 专科生结业 

合计   586 5 

陶瓷工程系    47   

    4   

  山西省  1   

  浙江省  12   

  山东省  1   

  河南省  25   

  湖南省  1   

  四川省  1   

  贵州省  1   

  青海省  1   

经济贸易系    204 3 

    13   

  山西省  3   

  内蒙古自治区  1   

  江苏省  1   

  浙江省  38   

  安徽省  2   

  山东省  9   

  河南省  87 3 

  广东省  4   

  西藏自治区  34   

  甘肃省  2   

  青海省  6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4   

工商管理系    253 1 

    42   

  河北省  33   

  山西省  12   



  内蒙古自治区  2   

  辽宁省  5   

  吉林省  2   

  黑龙江省  13   

  江苏省  3   

  浙江省  38   

  安徽省  6   

  山东省  13   

  河南省  34 1 

  湖北省  1   

  广东省  1   

  广西壮族自治区  1   

  重庆市  27   

  四川省  4   

  甘肃省  2   

  青海省  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13   

交通运输系    62 1 

    6   

  山西省  3   

  浙江省  7   

  安徽省  10   

  山东省  8   

  河南省  22 1 

  湖南省  1   

  甘肃省  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1   

机电工程系    20   

    6   

  江苏省  1   

  浙江省  1   

  河南省  12   
 

四、创新创业 

许昌陶瓷职业学院积极鼓励和支持毕业生自主创业，结



合学校实际，重点推进创业工作，将创新创业纳入人才培养

体系，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并对本校毕业生创业给予后期

服务。 

第二篇   就业情况及分析 

一、从就业单位性质与行业角度看 

以企业为主，国有企业占 2%，其他企业占 77.05%，事

业单位占 4.1%，部队 2.19%，地方基层 2%，升学 3.7%。毕

业生毕业人数较多的行业主要包括信息传输、金融业、服务

业、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业、教育业以及制造业等。 

二、 从毕业生求职状况分析 

我校就业中心对 2020 年毕业生求职状况进行了问卷，

毕业生在求职过程中使用校园渠道求职成功的比例比较高，

占就业率的 40%。比如学校组织的招聘会、或者学校发布的

招聘信息、线上双选会、用人单位的实习等等。 

三、 从就业地域分布来看 

2020 届毕业生就业范围较广泛，涉及河南省、甘肃省、

山东省、安徽省、黑龙江省、山西省、青海省、贵州省、四

川等二十多个省市。绝大多数回原籍就业。 

 

第三篇   就业质量相关分析 

 

从“学生”视角综合评价高校毕业生的就业质量，可以



较全面的了解毕业生当前的就业现状及其竞争优劣势。其中

毕业生对自身就业质量评价指标包括薪酬情况、目前工作与

所学专业的相关情况、对目前工作的满意度和目前工作与自

身职业期待的吻合情况。相关统计分析结果如下所示。 

一、薪酬水平 

2020 届毕业生转正后的月均收入为 3500 元。陶瓷工程

系（艺术类）与经济贸易系专业（财会专业），薪酬略高一

些。（薪酬包括能折算为现金的工资、福利等。） 

二、专业相关度 

本校 2020 届毕业生目前就职岗位与所学专业的相关度

比较高，为 70 %。由此可见，学生所学专业知识及技能，与

实际工作的契合度较高，能够学达到“学有所值，人尽其用”

的目标。 

三、工作满意度 

本校 2020届毕业生对目前工作的满意度处于较高水平，

工作总体满意度为 80 %。绝大部分学生所从事的工作比较符

合自身的就业期望。也有个别学生近期有调换工作的意向。 

 

第四篇   我校就业工作开展情况 

 

毕业生就业工作是教育领域的民生工程，我校通过校企

合作，产教深度融合，充分发挥学校与企业双方优势，更好



的为社会、为企业培养高素质、高技能的应用型人才，为学

生就业提供更多空间。并坚持五年跟踪服务，提高就业服务 

水平，提高毕业生就业质量，畅通毕业生就业渠道。 

学校针对各不同专业就业情况分配教师进行跟进，实行

责任到人，负责到底的政策。不断优化毕业生的行业分布和

地域分布。深入开展就业回访调查研究，加强培养反馈信息。

我们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走产学结合之路，强化

实习、实训环节，着力培养学生的岗位技能和动手能力。和

省内 外百余家大中型、外资企业建立了紧密联系，保证学

生高薪就业，为学校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决策性参考。 

为了进一步做好毕业生就业服务工作，我校每年对毕业

生面临的就业形势做出正确研判。并加大政策宣传指导就业。

通过印发资料，组织开展就业服务宣传咨询等活动进行就业

创业惠民政策宣传。提高毕业生对新时期就业创业政策的知

晓。 

第二，落实见习、实习岗位，加强工学结合校企合作。

学校与企业双方根据行业、专业技术的发展共同开展科研工

作，在校内校外，互建实习实训基地。并与企业建立就业基

地。共同开发专业课程和技能标准。开发教学资源，共建共

享。建立对专业技能人才共同培养的紧密、长效合作机制。 

第三，积极搭建平台，推荐就业。通过多方沟通联络，

广泛收集省内外企业用工信息，多形式开展宣传推荐，多次



组织召开线上线下双选会，搭建就业服务平台，拓展就业渠

道。积极向各专业毕业生推荐符合本专业的岗位，做到精准

就业。 

近几年来，我校毕业生就业质量高。连续三年就业率

达到 91%以上，对口就业率达到 70%以上，实现了就业率保

持高位，就业质量稳步提升。用人单位和学生就业满意度高。

就业稳定性良好。能够做到人才的输送与服务国家和社会需

要紧密结合。        

 

许昌陶瓷职业学院 

2020 年 12 月 3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