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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题】 

高职示范建设四周年聚焦   之一：  

以“数”为“据”，以改促教  

——天津职业大学教学改革案例  

天津职业大学是国家首批建设的示范性高职院校。2010 年该校曾委托麦可

思对其 2009 届毕业生进行半年后的跟踪调查，了解社会需求和培养质量。作

为“体检医生”，麦可思通过一系列科学的指标体系测量培养结果、反馈社会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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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和高校培养中的问题；那么在拿到自己本校的“体检报告”后，天津职业大学

做了哪些深入“诊断”和教学改进工作，后续效果如何呢？本期，我们征得天津

职业大学的同意，分享该校的教改经验，供各高校参考—— 

结合麦可思对 2009 届毕业生的调研数据和报告分析，天津职业大学组织了

多次研讨会，并在各学院分别开展教研活动，以学院为单位，制定和落实整改

措施，包括调整人才培养方案，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措施等，这里以几个学

院的部分举措为例： 

机电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通过报告结果发现，该学院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的毕业生认为本专业五

门核心专业课程对入职岗位的满足程度较低。对此该学院提出：需要在提高教

学质量、提升教师能力上多下功夫；也需要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教育，使其对未来

岗位工作难度有足够认识，营造努力学习、主动学习的氛围。 

其实，对于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随着数控机床等大型设备的引入，配合

足够学时的操作技能训练，学生的操作能力已经得到普遍提高，与天津市同类院

校毕业生相比优势突出。但是调研结果仍反映该专业的学生整体能力与岗位需求

有较大距离，课程和教学改进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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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天津职业大学 2009 届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的核心课程重要度和满足度 

读图指导：有 79%的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的就业的毕业生认为“机械技术应用”

课程对其工作是重要的，21%认为是不重要的；在认为重要的人群中，有约一半的人

（52%）认为该课程不能满足工作岗位的要求。 

数据来源：麦可思-天津职业大学 2009 届大学毕业生社会需求与培养质量跟踪调查 

返回目录 



 

 

3 
麦可思研究 

MyCOS Research 2011.03.01 

从过去的教学经验判断，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急需提高的是机械、电气系

统的故障诊断分析能力和技术应用能力。如今反映在数据上，数控机床故障诊断

与维修、数控与电控技术、机械制造工艺技术三门课程的满足程度都比较低。这

样的数据结果与学院自身对专业的认知一致，深入剖析原因为：数控机床故障诊

断与维修技术综合了机械、电气、数控系统多方面内容，本身难度较大，因此师

资引进和培养非常重要。学院明确提出“人是一切事业的根本，专业带头人是专

业能否进步的关键”，应采取多种形式的师资培训形式。包括： 

 提供各种专业培训机会给各专业，确保每年至少 5 名教师外出参加各种专业

培训。 

 寻求合作企业，以校企合作形式进行专业的免费或半免费师资培养。 

 加强教研活动和教师间交流，改变过去单兵作战局面，谋求共同发展与进步。 

 寻找合适人才，适时引进。 

 制定政策，鼓励教师进行提升教师工程实践能力的横向课题、企业课题的研

制。 

 制定政策鼓励教师进行企业服务。 

 

 

生物与环境工程学院 

针对报告指出的“学生实习实践环节不够”，该学院深入分析了原因：学生

实习企业多为化工类及相关企业，需经专业培训方能顶岗。特别是石油化工及化

工企业生产工艺流程长，易燃易爆封闭运行，高度自动化、连续化，个别生产过

程又具有不可重复性；而且企业是以经济效益为主要目标，学生进入企业实习在

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其正常的运转，同时实习过程中对学生可能出现的人身安全事

故，企业也存在一定的顾虑„„综合这些因素，使得化工类学生在联系实习单位

天津职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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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确实存在很大的困难。 

对此，提出的解决措施包括： 

 继续“教学工厂”的人才培养模式，满足学生认识实习、生产实习、部分顶

岗实习的教学需求。实训生产线除了正常操作运行外，可以根据教学需要进

行生产工艺灵活调整，设置常见的事故、设备开停车及维护等实训内容，这

是企业的生产过程无法实现的。 

 教学计划根据“小批量、多岗位”的原则，各专业在第五学期的后半段设置

九周的顶岗实习环节。 

 积极运作企业订单班，并积极与相关企业联系，争取更多学生真正下厂实习

的机会。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通过对报告数据的综合分析，电子信息工程学院认识到本学院各专业的就

业质量还有待提升。除了努力提升各专业的教学培养质量外，还需要加强对毕

业生就业后的后续跟进工作。为此，该学院提出“请进来，走出去”，即一方面

多方收集信息资源，主动联系就业单位，让企业走进校园；另一方面鼓励教师为

学生提供就业机会，建立相应的奖励机制，鼓励全体教师参与就业，让学生走出

去。同时，建立学生就业后工作的回访机制，建立学长学姐联谊会，一方面能

够为在校生树立学习榜样，形成归属感，另一方面能够通过毕业生拓展就业，感

恩回馈，从而形成良性互动。 

除上述之外，天津职业大学从今年开始还在 8 个重点专业中增加了《沟通

与协调》课程，拟在试点基础上今后面向全校开展。并且，在选修课中增加了部

分旨在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课程。有关情况和经验，我们将在下期《麦可思研

究》中向读者介绍。 

天津职业大学 

麦可思研究院 

部分资料来源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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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可思视线】 

 

对社会需求和培养质量进行持续跟踪和动态测量，可以帮助各级教育主管部

门全面、客观、科学地评价高等教育质量，帮助高校科学地测定社会需求，检验

本校人才培养质量，诊断并提出改进人才培养的方式的建议。 

“社会需求和培养质量跟踪评估系统”包括：（1）毕业生半年后就业与培

养质量评估：分析毕业生短期真实就业状态、就业质量和读研的本科生学术准备、

测量高校培养的工作能力与核心知识在工作中的应用情况，从而了解本校的社会

需求与培养质量。（2）毕业生三年后就业与职业发展评估：研究毕业生中期职

业转换、升迁和发展，反映高校的培养质量的中期结果。（3）用人单位需求测

量与评价：帮助高校了解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反馈和评价，掌握社会对人才的需

求状况。（4）专业分析：通过连通毕业

生就业数据与在校期间的修课、社团活动

数据，对重点专业和问题专业进行深度分

析，最终将教改措施落实到专业。 

继上期我们介绍了“2011 年度用人

单位需求测量与使用评价报告”新版内容

之后，本期我们继续介绍—— 

“社会需求和培养质量跟踪评估系统”系列介绍  之四：  

2011 年度重点专业 

社会需求与培养质量深度分析介绍  

高校的改革只有发生在专业层面才有真正进步。加强专业建设是中国高等

教育教学改革的重头戏，高校专业的改革和发展必须做到在数量、质量和结构上

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只有这样才能增强专业的核心竞争力。因此需要

对专业的毕业生培养质量和社会需求进行跟踪调研，获取专业教改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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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高校的“社会需求与培养质量评估”数据库中，我们分析了高校各专

业的就业率、月收入、专业对口率等关键指标，但专业分析内容是没有深入的。

当我们对高校毕业生连续跟踪两到三年后，就会在专业层次上积累了较多的样本

数据，此时我们就可以对某个专业进行更深度的分析，满足很多高校想对某个或

者某几个重点专业、品牌专业或问题专业进行专门分析的需求，以发现专业的发

展和整改方向。 

麦可思2011年度最新推出的“重点专业社会需求与培养质量深度分析报告”

力求为高校挖掘更深刻的数据价值，其特色主要体现在： 

 将就业数据与毕业生的专业培养数据连通进行分析。例如，对各专业课不同

成绩群体的就业率、月收入、专业对口率、职业、行业等进行分析，展现毕

业生在校成绩和就业表现的关系。 

 累积两届或者三届数据分析，结果更加稳定客观、具有参考性。对某一届毕

业生的调查数据可能因为当年的经济环境等因素影响具有波动性。而专业深

度分析有连续跟踪两年到三年的数据积累，可以对就业率、月收入、专业对

口率等关键就业指标展示两届或者三届以上毕业生的变化趋势，对就业去

向、职业、行业、用人单位类型和规模等就业特征的数据用两届或者三届毕

业生的数据计算均值。 

 让数据提供更多分析价值。例如，我们分析了该专业毕业生从事的主要职业

最重要的能力、知识和工作任务，可以说是富有本校该专业特色的职业环境

数据库。另外也增加了专业对口人群和专业不对口人群在某些就业指标（月

收入、所在职业、行业、实习、课程满足度等）的差异对比。这些深度分析

内容的增加都是建立在样本充足的优势之上的。 

 以全国或者全省该专业为对比群体，可以看出本校专业培养水平与全国或者

全省整体专业培养水平差异。 

下面，我们将以一所高校的会计专业为样本，扼要展示该校“会计专业社会

需求与培养质量深度分析报告”的分析点，并重点介绍一些指标设计的目的和

特点（图例均节选自样本报告，可来邮、来电索取样本报告）。 

重点专业社会需求与培养质量深度分析报告大纲 

第一章  教务基本数据分析 

根据教育学与统计学的理论，一次难度适中、信度可靠的考试，学生的成绩应接近

     
内容选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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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态分布。由于要连通毕业生主要专业课程成绩和就业数据进行分析，因此首先要对各

专业课程的成绩分布进行分析，只有当成绩分布都基本符合正态分布，确定不存在考试

命题和课程评分中出现的问题后，才可以对不同成绩群体的就业指标进行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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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高级财务会计课程成绩分布 

第二章  就业状况 

一   毕业半年后的就业率 

（一）该专业毕业半年后的就业率 

可以看出本校该专业连续三年就业率的变化，并与本省高职同专业三年变化趋势进

行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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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会计专业 2008 届~2010 届毕业半年后的就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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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毕业半年后的去向分布 

（三）不同成绩群体毕业半年后的就业率 

二   收入分析 

（一）毕业半年后月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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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会计专业 2008 届~2010 届毕业半年后的月收入 

（二）月收入区间分布 

（三）专业对口/不对口毕业生半年后的月收入 

我们对专业对口和专业不对口人群的月收入、所在职业、行业、实习分布和课程满

足度等指标都进行了对比分析。高校可以看出本专业培养中专业对口的毕业生是否在就

业表现上存在优势。 

（四）不同成绩群体毕业半年后的月收入 

将毕业生在校成绩与就业表现（就业率、月收入、专业对口率、职业、行业）连通

分析。例如在月收入分析中，我们分析了五门专业课成绩处于不同层次的人群的毕业半

年后的月收入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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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会计专业不同成绩群体毕业半年后的月收入（三届平均） 

三   专业对口率 

（一）总体专业对口率 

（二）不同成绩群体毕业半年后的专业对口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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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会计专业不同成绩群体毕业半年后的专业对口率（三届平均） 

四   离职分析 

（一）离职率和离职类型 

（二）毕业半年内主动离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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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专业培养特色定位 

一   职业特色 

（一）毕业半年后就业量最大的前三个职业及月收入 

本校该专业的毕业生毕业后主要从事了什么职业、去了什么行业、在什么类型和规

模的用人单位就业，这些信息可以帮助高校找到该专业的培养特色定位。当专业连续两

届或者三届的样本充足，我们就可以分析就业量最大的前几位职业和行业，并且这种分

析结果是比较稳定和客观的。 

（二）专业对口/不对口毕业生就业量最大的前三个职业及月收入 

将专业对口人群和专业不对口人群主要从事的职业和月收入对比，可以帮助高校制

定专业培养的侧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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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专业对口/不对口的毕业生就业量最大的前三个职业及月收入（三届平均） 

（三）高薪群体就业量最大的前三个职业 

本专业月收入较高的毕业生都在从事什么职业？该信息可以帮助高校了解本校毕业

生月收入竞争力的优势所在。 

注：高薪群体指该专业毕业生毕业半年后月收入按从高到低排名前 25%的群体。 

二   行业特色 

（一）毕业半年后就业量最大的前三个行业及月收入 

（二）专业对口/不对口毕业生就业量最大的前三个行业及月收入 

（三）高薪群体就业量最大的前三个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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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用人单位特色 

（一）用人单位类型分布及月收入 

（二）用人单位规模分布及月收入 

第四章  实习分析 

一    本专业实习分布 

本校该专业毕业生的实习状况如何，并与全省高职该专业的实习分布进行对比。有

不同实习经历的毕业生的毕业半年后月收入是否呈现差异？可以帮助高校了解本校毕业

生的实习状况以及实习经历对毕业生月收入的影响。 

二    专业对口/不对口毕业生的实习分布 

三    不同实习群体的月收入 

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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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 

只有专业

相关实习

只有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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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图  会计专业不同实习群体毕业半年后的月收入（三届平均） 

第五章  校友评价 

一    校友推荐度 

（一）毕业半年后的校友推荐度 

校友评价章节我们展现了连续三届该专业毕业生对母校的推荐度和满意度变化，并

与本省高职同类专业进行对比。而不推荐母校的理由和认为本专业教学中最应该改进的

地方则是综合三届毕业生的样本计算的，其结果更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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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愿意推荐母校的理由 

二    校友满意度 

（一）校友满意度评价 

（二）本专业教学中最需要改进的地方 

第六章  专业课程分析 

一    会计专业毕业生的课程重要度和满足度 

二    专业对口/不对口的毕业生的课程重要度和满足度 

对于课程重要度和满足度的分析，我们不但进行了三届毕业生的总体分析，还进行

了深度分析，例如这里我们将专业对口和专业不对口的毕业生对课程的评价分开对比，

高校可以了解不同毕业生对课程的评价和需求，从而帮助改进课程设置，让课程培养充

分体现培养目标的要求和学科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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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专业对口/不对口的毕业生的课程重要度和满足度（三届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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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要职业的毕业生的课程重要度和满足度 

四    主要行业的毕业生的课程重要度和满足度 

五    主要用人单位规模的毕业生的课程重要度和满足度 

六    不同成绩群体的课程重要度和满足度 

第七章  主要职业的要求分析 

一    会计专业最重要的能力、知识和工作任务 

二    主要职业最重要的能力、知识和工作任务 

根据连续三届已经工作的毕业生对他们从事的职业最重要的能力、知识和工作任务

的回答，可以帮助本高校了解该专业毕业生以后所从事职业的能力、知识要求，以及本

校毕业生的培养水平是否达到了工作的要求。从而高校可以调整专业教学侧重点，使毕

业生适应社会岗位对人才的需求。 

（一）会计员最重要的能力、知识和工作任务 

表  本校会计专业从事会计员职业的最重要三项能力 

单位：% 

工作要求具备的主要能力 重要度 工作要求水平 实际达到水平 

数学解法 90 72 60 

积极聆听 85 80 70 

批判性思维 70 65 50 

表  会计员职业最重要的三项知识 

单位：% 

工作需要的知识 重要度 工作要求水平 实际达到水平 

数学 90 72 60 

经济学与会计 85 80 70 

中文语言 70 65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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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会计员职业主要工作任务 

主要工作任务 
重要度 

（%） 
相关性（%） 使用频率 

通过制定、检验、分析会计记录、财

务报表和其它财政报告实现报告的精

确性与事实的一致。 

80 90 每天几次 

通过分析商业行为、趋势、支出、收

入、财务责任和义务，为将来的收支

情况提出建议。 

80 65 一月几次 

创建帐目并对其进行合理分配。 75 80 一周几次 

对税收情况进行计算，以保证实际收

支与税收标准相一致。 
70 65 一月几次 

向管理层报告财务相关情况。 60 75 一周几次 

 

（二）出纳员最重要的能力、知识和工作任务 

（三）审计员最重要的能力、知识和工作任务 

 

麦可思研究院 

（需要样本报告全文者，可来电、来邮索取） 

文 

返回目录 

下期“麦可思视线”栏目中，我们将向您展示如何使高校实现校友工作的

程序化、情感化、多元化，如何将校友工作变成母校教育的延伸，如何帮助校

友加速成长和实现终生学习，并使校友最终各方面以多种形式回馈母校。本刊

还将继续为您介绍天津职业大学通过开设《沟通与协调》课程提高学生的工作

能力和综合素质的情况，敬请关注。 

先睹为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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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事】 

“大学之后”职场故事系列   之二：  

不要在书呆子的道路上走得太远  

三年前，我手拿自动化专业本科文凭，头戴若干学生社团干部头衔，自以为 

“文武双全”，踌躇满志地走进了职场。  

工作以后，遇到一些数据录入的日常任务时，我才发现自己连计算机应用常

识都不懂。其实在大一的时候，我们上过一门叫做“计算机应用基础”的课。课

程的大体内容就是从计算机发展史讲到一些常用软件的基本应用，考试时题目也

多是问 1M 等于多少 K 之类的，操作的内容几乎没有，学生们也基本上把那门

课当作是闭着眼也能考 95 分以上的鸡肋课程。后来想起这门课，就想给本科母

校提个建议，不应该叫做“计算机应用基础”，而该叫“计算机发展简史”。 

麦可思为高校评价培养质量时使用了 28 项核心知识（Core Knowledge），

这是世界银行等单位开发出来的国际标准，也是美国劳工部和高校作为参考标准

的核心知识分类。其中有一项是“计算机与电子学”（Computers and 

Electronics）。说起“计算机与电子学”知识，可能很多人的第一印象是，这仅

仅是工程师的事情。其实不然，测量核心知识共分为 7 个水平，“计算机与电

子学”的最低水平是“使用常见办公电子设备或软件”。在现代的大多数职业中，

都是需要用到电脑的，尤其是 Word、Excel 这些最基础的办公软件。可我们大

学毕业生对这些最应该掌握的办公软件却不甚了解，甚至连入门级都算不上。想

想我们在大学撰写毕业论文、为格式头痛不已的时候，是不是就已经开始因自己

的 Word 使用水平不够而懊恼呢？ 

仍以 Word 的操作来举例，很多职场新人工作积极性很高，也很认真，但在

操作过程中，一直都是右手不停点击，眼睛在屏幕上疯狂扫描，生怕错过任何一

条信息。但他们往往忽略了左手的存在，左手时而拖住下巴，时而作悬空状，时

而放置在大腿，时而挤挤脸上的痘痘„„只有打字的时候，左右手才能实现互动

式办公，这样效率岂不是很低？尤其是遇到了突然断电，遇到错误操作，遇到复

制粘贴„„如果仅仅靠右手，那肯定会一通疯狂点击，不但降低了速度，还容易

出错。 

党  钊 麦可思高校咨询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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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自己很早就意识到这点，把很多左手可以使用的快捷键的“计算机应用

基础”学习了一遍（可惜学校还真没教），不仅仅是最基础的先复制 Ctrl+C，

再粘贴 Ctrl+V，包括撤销前一步操作 Ctrl+Z，当前程序切换 Alt+Tab，重复上次

操作 Ctrl+Y，全选 Ctrl+A，快速保存 Ctrl+S，剪切 Ctrl+X，快速查找 Ctrl+F„„

想想当初我们在校园里学习的“计算机发展简史”，如今却是完全用不上的知识，

真是一种讽刺。假如我们全国的高校能把计算机操作的快捷键多教一教我们，至

少全国的 Office 使用效率能提高一倍啊，总比大家熟悉第一台计算机是哪年生

产的要实用的多。后来，我作为办公软件使用效率高的模范，被领导安排在公司

里给全体同事做了一次计算机快捷键使用的讲座。如今，全公司已然进入了双手

操作的时代，真是可喜可贺！ 

应用型课程不能只满足教师自己的学术陶醉，而需要学以致用。强调实用

知识，强化动手操作能力，是高校本科应用类课程理所应当要做到的事情。如果

让我们的学生进入职场后再去重新学习这些应用知识，那我们的高校岂不是成了

培养书呆子的天堂？所以，请不要让学生在书呆子的道路上走得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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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09 届本科毕业生计算机与电子学知识离校时掌握的与工作要求达到的水平 

数据来源：麦可思-中国 2009 届大学毕业生求职与工作能力调查 

 

党  钊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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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让我们的学生进入职场后再去重新学习这些应

用知识，那我们的高校岂不是成了培养书呆子的天堂？

所以，请不要让学生在书呆子的道路上走得太远…… 



 

 

17 
麦可思研究 

MyCOS Research 2011.03.01 

 

【研  究】 

2011 届大学毕业生男女签约差别分析 

“腾讯-麦可思 2011 届大学毕业生流向月度跟踪调查”以 2011 届本科、高

职及硕士毕业生为调查对象，从 2010 年 9 月开始，通过跟踪调查实时了解其求

职与进一步发展计划。本期调查从 2010 年 12 月 26 日开始，2011 年 2 月 21

日结束。收回独立 IP 地址的 2011 届大学毕业生有效答卷共 23419 份，其中本

科毕业生 11608 份，高职高专 6337 份，硕士 5474 份。调查方式是挂网调查，

无抽样及其检验，调查结果仅代表被调查的 2011 届大学毕业生人群的状态。数

据收集由腾讯教育频道完成，问卷设计、数据分析与解读由麦可思完成。 

>>> 基本发现 

 腾讯-麦可思调查显示，从 2010 年 12 月 26 日到 2011 年 2 月 21 日，被调

查的 2011 届大学和硕士毕业生中女性在此期间的平均签约月收入均低于男

性；学历层次越高，同学历层次的男女平均签约月收入差距越大。其中，被

调查 2011 届女性本科毕业生的平均签约月收入（2243 元）比男性本科毕业

生（2573 元）低 330 元；被调查 2011 届女性高职毕业生的平均签约月收入

（1917 元）比男性高职毕业生（2086 元）低 169 元；被调查 2011 届女性

硕士毕业生的平均签约月收入（3623 元）比男性硕士毕业生（4438 元）低

815 元。 

 2010 年 12 月 26 日到 2011 年 2 月 21 日，从签约用人单位类型来看，被调

查 2011 届女性本科毕业生和高职毕业生与民企签约比例最高，分别为 45%

和 65%。被调查 2011 届女性硕士毕业生去政府机构/科研事业单位的比例最

高（32%），且远高于被调查 2011 届男性硕士毕业生与该类型单位签约比例

（18%）；这可能与女硕士生毕业时接近婚育年龄，追求工作稳定性有关。 

腾讯-麦可思调查还发现，国企是被调查 2011 届大学和硕士男、女毕业

生签约比例差距最大的签约单位类型。被调查 2011 届女性本科、高职、硕

士毕业生与国企签约的比例分别低于男性同学历层次毕业生此项比例 9%、

9%、10%。而与民企签约的女性大学毕业生比例则高于男性，尤其是女性

高职毕业生与民企签约的比例（65%）比男性（53%）同项比例高 12%。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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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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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11 届不同性别的大学和硕士毕业生的签约月收入 

数据来源：腾讯-麦可思 2011 届大学毕业生流向跟踪调查（2010.12.26~2011.2.21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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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11 届不同性别的大学和硕士毕业生的签约用人单位类型分布 

数据来源：腾讯-麦可思 2011 届大学毕业生流向跟踪调查（2010.12.26~2011.2.21

数据） 

麦可思研究院 报告解读/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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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客观察】 

民办高职院校推行注册入学的影响  

 

 

 

 

 

据媒体报导，今年江苏省已多次召开有关会议，初步明确了明年处于高招专

科二批次中的民办高职院校将率先推行注册入学，但仍要求考生必须参加高考，

学业水平测试中必修测试科目须达到 4C1 合格。 

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将逐步实施

高等学校分类入学考试，高等职业教育入学考试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组织。

民办高职采用注册入学的招生方式将会很快推广到公办高职，会对高职院校的招

考和录取方式改革产生很大影响。 

高职招生的变革是由生源下降的趋势推动的。根据第四、五次全国人口普查

结果计算，1990 年全国新生儿数量为 2354 万人，2000 年这一数量下降为 1379

万人。1990 年新生儿应该在 2008 年参加高考，2000 年新生儿在 2018 年参加

高考。可以看出，2008 年到 2018 年这十年进入了高考生源下降的快车道。因

此，高考的意义已经不再是筛选一部分可以上大学的考生，而是把不同的考生分

配到不同类型的高校。同时，高校对考生的选择余地越来越小，尤其是处在高

考招生系统中后进场的高职院校和一部分二、三本院校。 

发达省份城市化程度高，计划生育做得比较早、比较好，人口下降比较早、

比较快，生源下降影响会大一些。为了维持当地高校生源，必然会从中西部省份

争取生源。发达地区的高校办学条件好，优质高校较多，就业前景好，对考生有

吸引力。在目前的高考统招体制下，中西部省份可以采取限制外地高校招生的方

法来进行生源封锁，比如2010年湖南省就限制了部分外省的高校来湘招生计划，

2008 年到 2018 年这十年进入了

高考生源下降的快车道。因此，高考

的意义已经不再是筛选一部分可以上

大学的考生，而是把不同的考生分配

到不同类型的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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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本地高校生源保护。但是，一旦发达省份的高职采用了自主招生、注册入

学的新方式，中西部省份的考生就可以不参加高考，自行申请到发达地区的高

职院校就读，生源封锁也就无法产生作用。发达省份对高职招生进行改革，为

了公平竞争，中西部的省份可能会跟随，从而全国各省的高职院校可能都会采用

注册入学招生方法。 

高校选择考生的余地越来越小的同时，考生选择学校的余地越来越大，考生

和家长报考大学也会越来越理性。培养质量高、就业出路好的高职院校不会为生

源发愁，而培养质量差的高职院校很快会面临没有生源的窘境。对于好的高职院

校来说，其毕业生的就业质量超过了部分二、三本院校，且学费低于本科院校，

还比本科生少上一年学，更早参加工作，这样将会导致一部分生源从三本院校流

向高职院校，从而影响到本科院校的生源，可能会松动本科高考制度的变化。 

高职招生制度改革也会波及中学教育。在现有的高考统招制度下，无论是报

考本科还是高职的高中生，高三一年时间都在为高考做准备，真正的高中学习时

间其实只有两年。一旦高职院校实行注册入学，高考成绩不起决定作用，高三整

整一年的迎考准备也失去了意义。高中学校可以在高三继续教授新知识，扩大学

生的知识面，使得高职院校的生源质量更好。这一举措将会使中国 12 年基础教

育更加完整健全。 

对于高职院校而言，无论是民办还是公办，生源竞争就意味着就业竞争，“出

口”决定“进口”。要想在招生大战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根据社会需求调整专

业结构、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而高职人才培养质量是通过就业状况来体现的。对

于本科院校而言，随着重视教育结果的家长倾向于报考优质的高职院校，二、三

本院校可能会损失部分生源，一些高中生即便想读本科也可以“曲线读本”，绕

开高考报读高职，然后通过专升本的方式获得本科学位。这样做的好处是没有了

高三备考和高考压力。所以二、三本院校也要针对这一“曲线读本”的生源损

失做好准备。 

对于中学来说，因为高考对于想报考高职的高三学生不再重要，学校应该做

好准备，调整高三的教学安排，取消“复读式”的复习迎考，增加新的知识点。

这样做对保证中国 12 年基础教育的完整性具有重要意义。 

另外，建议锁定低端本科高校的高三考生理性地选择大学，可以考虑选择培

养质量高、就业状况好的高职院校。如果高职毕业时还想读本科，可以选择好的

本科院校实现“专升本”。中职升高职，高职升本科，教育的立交桥会让中国的

孩子们在接受高等教育上“条条道路通罗马”。 

王伯庆  麦可思首席科学家 文 

生源竞争就意味

着就业竞争，“出口”

决定“进口”。要想在

招生大战中立于不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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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  向】 

 

本栏目内容摘自媒体，不代表麦可思观点。 

今后 5 年就业形势依旧严峻 

针对近年来“用工荒”问题的日益突出，经济学家辜胜阻教授近日表示， 

2010 年大多数城市都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国廉价劳动

力时代正在逐步消失。产业转型升级将对就业结构产生影响，技能人才短缺问题

将更加凸显，结构性失业问题也会进一步加剧。 

2 月 22 日在京召开的全国就业工作座谈会公布：2010 年，应届毕业生规模

已达本世纪初的 6 倍；2011 年，高校毕业生人数为 660 万人；人社部预计，“十

二五”期间应届高校毕业生年平均规模将达到近 700 万人，总量压力有增无减。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在会上指出：“与总量压力相伴随的，还

有部分毕业生专业背景、就业意愿和岗位需求不匹配等问题。”人社部就业促

进司副巡视员尹建堃说：“总体来看，高校毕业生大部分可在离校后半年至一

年内实现就业，但就业质量有待提高。部分专业和一些特殊群体是就业的难点。” 

来源︱《光明日报》 2011-02-23 

国家职业教育研究院成立 

北京师范大学国家职业教育研究院于 2 月 20 日在北京成立。教育部副部长

鲁昕表示，我国职业教育的科研水平和质量与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职业教育不相适

应，与国家战略对职业教育的紧迫需求不相适应。 

来源︱中国新闻网 2011-02-20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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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响】 

2011.2. 17 - 2.27 

媒 体 

从 2 月 17 日至 27 日，据不完全统计，共有 606 篇对麦可思的报道 

 《中国青年报》于 2 月 21 日发表《高职注册入学：是催化剂还是毒药》一

文，对王伯庆博士有关江苏省试水高职注册入学制度的观点进行了报道。 

 自本刊上期推出“2010 届大学毕业生加班状况分析”报告以来，人民

网、《上海日报》（Shanghai Daily）、《重庆晨报》等媒体针对此项报告

作出了报道和评论。 

 《北京日报》转载了本刊 1 月下旬刊中对洪成文博士的采访文章《高考改

革元年 分类入学考试大势所趋》。 

近 10 天对麦可思研究作出报道和评论的媒体还包括：《中国劳动保障报》、

《羊城晚报》、《新闻晨报》、《潇湘晨报》、《长江日报》、《辽沈晚报》、

《东南快报》、《法制晚报》、《郑州晚报》，新华网、中新网、中国网、光明

网、中国日报网、求是理论网、新浪、腾讯、搜狐、网易、凤凰网、MSN、中

国教育新闻网、中国教育网、中青在线、中国广播网、中国网络电视台、教育界、

新民网、解放牛网、北青网、文新传媒、华商网、浙江在线、湖南新闻网、重庆

新闻网、柳州新闻网、和讯网、东方财富网、中证网、中国少年网，等等。 

政府与研究机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转载本刊上期“2010 届大学毕业生加班状况分

析”相关报道；国家教育技术网转载了王伯庆博士对高职注册入学的评论文章；

全国交通职业教育网全文转载本刊“高教谈”栏目“美国大学定位与个性化发

展”系列文章两则。 

转载麦可思研究数据及成果的政府及研究机构网站还包括：陕西省教育

厅、河南省教育厅、张掖市人民政府、宁波教科网、中国天津人才服务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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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音】 

在近一月来的读者问卷反馈中，受关

注度最高的前 3 位栏目是：高教谈、风

向、研究/特别策划。读者感兴趣点的选

题包括“如何提高就业质量”、“行业对

人才的需求”、“高职教育在社会中的真

正的地位”、“文凭热的现状和危害”等。 

我们也渴望倾听您的声音，诚邀您点击此处登入麦可思读者问卷系统，分

享您对教育的想法和期许。 

读者来信 

我个人最欣赏的是麦可思的职场分析。我将把麦可思的一些观点和内容吸收

进自己的研究中去。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  刘  军 

这本电子杂志（《麦可思研究》）让我能进一步分析大学生产学研培养的新趋

势，进一步改进工作！ 

山东科技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党委副书记  韩明臣 

《麦可思研究》以其独特的视角，独有的睿智直面现实，直捣真实，欣赏！

支持！希望越办越好！ 

廊坊师范学院招就处处长 赵学良 

作为比较独立的第三方，对我国高等教育进行监测、评估十分有必要，对高

校、学生和社会都有助益。 

来自《麦可思研究》读者反馈系统  匿  名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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