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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发布

高职院校毕业生“下得去、留得住、用得好”，毕业生留在当地就

业人数持续增长，到中小微企业等基层服务的人数持续增长，学生毕业

三年内自主创业比例持续增长

由全国高职高专校长联席会议委托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和

麦可思研究院编制的《2019 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发

布。《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已连续发布八年，形成了

由学生成长成才、学校办学实力、发展环境、国际影响力和服务贡

献力构成的“五维质量观”及其第三方评价的指标体系。2019 年

报告主要包括“学生发展”“教育教学”“政府责任”“国际合作”

“服务贡献”“面临挑战”六个方面，在教学资源 50 强、国际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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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力 50 强、服务贡献 50 强基础上新增了“育人成效 50 强”，引

导高职院校更加注重全面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一、毕业生就业质量持续提高

1.就业质量稳步提升，就业满意度持续改善

2018 届高职学生毕业半年后就业率为 92%，与 2017 届基本持

平。学生毕业半年后的平均月收入持续增加。

2018 届高职学生毕业半年后的平均月收入为 4112 元，比 2017

届增加了 252 元（见图 1）。

图 1 2014-2018 届高职毕业生半年后平均月收入及增幅

数据来源：麦可思-中国 2014-2018 届大学毕业生社会需求与培养质量调查。

毕业生的高收入群体持续增加，低收入群体持续下降。2018

届高职学生毕业半年后的平均月收入在 7000 元以上的群体占

5.7%，比 2017 届的 4.9%提高了 0.8 个百分点；收入在 1500 元以

下的群体占 1.0%，比 2017 届的 1.4%下降了 0.4 个百分点。

2.毕业生发展后劲足，农村家庭毕业生收入提升明显

学生毕业三年后1月收入增长明显。2015 届高职学生毕业三年

后月收入为 6005 元，毕业半年后月收入为 3409 元，增幅为 76.2%；

超过六成的学生在毕业三年内有过职位晋升。2015 届农民与农民

工家庭背景的高职学生毕业半年后的月收入比同期农民工高不到

1 麦可思对高职生毕业三年后的情况进行了跟踪调查，本报告涉及的调查年度里，2011-2015届高职毕业生的

样本量分别为 6.0万份、1.9万份、2.5万份、4.3万份、3.6万份。

https://www.sohu.com/a/271518635_407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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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元，但毕业三年之后，同届毕业生的月收入则比同期农民工高

2000 元左右。工科专业大类的毕业生，比同期农民工高了 2609 元

（见图 2）。

图 2 农民与农民工家庭背景的高职毕业生月收入与农民工同期月收入

3．毕业三年内自主创业比例上升，促进社会就业

2015 届高职学生毕业三年内自主创业比例为 8.4%，比 2011 届

高出 0.7 个百分点，比同届学生毕业半年后的自主创业比例增长了

约 1.2 倍（见图 3）。

图 3 2011-2015 届高职毕业生毕业三年内自主创业比例与半年内自主创业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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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职教育国际合作不断深入

1.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

报告发布了国际影响力 50 强院校榜单。50 强院校在“国（境）

外采用的专业和课程标准”“专任教师国（境）外服务时间”“国

（境）外担任职务”“国（境）外大赛获奖”等指标，比上一年增

长接近或超过一倍，增幅分别达到 92.0%、143.9%、93.1%、102.4%。

来华全日制留学、非全日制培训规模等指标平均值的增幅为 24.9%、

5.5%。

2.来华留学生规模扩大

高职院校全日制来华留学规模达 1.7 万人，比 2017 年增长近

50%，是 2016 年的 2.4 倍；非全日制培训规模比 2016 年增长超 3

倍。与 2016 年相比，来华留学生超过 500 人的省份从 5个增加到

9 个，50 余所高职院校留学生数量过百人、26 所高职院校留学生

数量超过 200 人。

3.30 所高职院校在境外设立实体办学机构

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等30余所高职院校在境外建立33个海

外分校，覆盖亚洲、非洲、北美洲、欧洲、大洋洲等五个洲。

“鲁班工坊”成为中国职业教育国际交流合作新名片。2012

年以来，部分高职院校先后在泰国、英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巴

基斯坦、柬埔寨等国与当地机构合作成立“鲁班工坊”，培养培训

数千名技术技能人才。

4.积极服务“一带一路”倡议

高职院校设立的 33 个海外分校中，72.7%分布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江苏、浙江等省份高职院校约 90%的留学生来自“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北京 4所高职院校建设了沿线国家人才培养基地。

三、高职院校服务贡献能力持续提升

1.有效优化区域人力资源结构

毕业生留在本地就业人数保持增长，占比接近毕业生总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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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每年有超过 200 所院校本地就业比例高于 80%，40 余所院校

连续 4 年保持 80%以上（见图 4）。中国科学院先进核能创新研究

院在甘肃选择武威职业学院共建“中科低碳新能源技术学院”培养

重大项目在西部落地所需的技术技能人才，就是基于对高职毕业生

“下得去、留得住、用得好”的认可。

图 4 2015-2018 年高职院校毕业生留在本地就业人数（万人）

数据来源：2015-2018 年服务贡献表

毕业生到中小微企业等基层服务的人数保持增长，占毕业生总

数的比例保持在 60%以上，每年有 300 所以上的院校这一比例超过

80%。2018 年为世界 500 强和中国 500 强企业输送了超过 25 万技

术技能人才。

图 5 2015-2018 年高职院校毕业生到中小微企业等基层服务人数（万人）

数据来源：2015-2018 年服务贡献表

2018 年，约有四分之一高职毕业生到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就

业。一批高职院校不仅为西部和东北地区留住了人才，优化欠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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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的人力资源结构，而且在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改善招商引

资环境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2.服务市场需求成效明显

150 余所高职院校横向技术服务到款额超过 500 万元，其中有

100 余所院校超过 1000 万元。近百所高职院校纵向科研经费到款

额超过 500 万元，30 余所院校超过 1000 万元。全国高职院校面向

社会成员的培训到款累计超过 50 亿元，其中近 300 所院校到款额

超过 500 万元，130 余所院校超过 1000 万元。

3.主动服务国家战略

主动提供服务，助力军民融合发展。高职院校积极落实定向培

养直招士官工作，探索适合各军种的军队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模式，

努力将军队相关的职业教育纳入国家职业教育大体系。

培育内生动力，助力乡村振兴战略。2018 年，高职院校共开

设近 1000 个涉农专业点，在校生数近 16 万人。一批农业类高职院

校积极开展研发和技术推广，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培育家庭农场、

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推动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四、高职教育面临的挑战与发展建议

1.高质量的大规模发展面临挑战

2019 年高职院校大规模扩招 100 万人，是国家为缓解当前就

业压力和解决高技能人才短缺问题作出的一个重大战略部署。但

是，目前高职院校的资源投入相对不足，面对大扩招迎来高职教育

发展利好的同时,必将带来高职院校教学资源更加“摊薄”和不同

生源分类培养的挑战。

应对高质量的大规模发展，迫切需要各地政府提高认识、深化

改革，制定有利高职扩招的优惠政策，积极支持高职院校增加教育

教学资源的投入，努力改善和优化师资队伍结构，加强分类教育和

教学管理。切实做好引导地方政府落实职业教育投入责任的工作，

使国务院关于“中央财政加大投入的同时，地方财政也要加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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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落到实处。

2.“类型教育”配套政策面临挑战

长期以来诸多高职院校在很大程度上仍参照普通本科的办学

模式，缺乏行业企业的有效参与，导致学生实践能力训练时间不足、

场所不足、师资不足的现象比较普遍。

政府要以大改革大发展的思路，优化调整高职院校的设置标

准、资源配置标准、教学标准和管理制度等一系列配套政策，在实

现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的对接、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的对接、教学

过程与生产过程的对接中，真正凸显高职作为一种类型教育的特殊

性，并向社会充分展示出服务地方、服务企业的不可替代性。

3.院校技术服务能力面临挑战

当前高职院校技术服务能力总体欠缺的现实，成为高职教育与

产业发展有机衔接、深度融合的最大短板。

各级政府要对高职院校提高服务贡献能力给予更多支持，引导

高职院校融入区域产业发展，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服务企业特别

是服务中小微企业、技术研发和产品升级、加强社区教育和终身学

习服务等方面取得更大成效。

编审：宁波职业技术学院高教研究所

全国高职高专校长联席会议秘书处

地址：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庐山东路 388 号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电话：0574-86894211 86891951

邮箱：xlh2003@vip.163.com 邮编：31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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