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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工业学院 2014 年就业质量年度报告

一、前言

黑龙江工业学院（原鸡西大学）是 1984 年 8 月 17 日经黑龙

江省人民政府批准成立、教育部备案的普通高等学校，由鸡西市

政府主办，业务管理隶属于黑龙江省教育厅，面向全国招生，毕

业生面向国内外就业。2013 年 4 月，教育部批准鸡西大学升格为

普通本科学校并更名为黑龙江工业学院。

黑龙江工业学院引进国际先进教育理念，每学年实行“三学

期”制，每周只休息一天，三年学制相当于享受四年学制的本科

教育。培养模式独特，通过校内“学中做、做中学”、校外“工学

结合”和校内外“订单式”，培养“合格+特长”毕业生。学生人

人有绝活，毕业人人能就业。学校以“出口畅、入口旺、校兴旺”、

“学校主导就业”作为应用技术型大学建设理念，在实施“两全

三网四业五链接”和“就业绿色通道工程”基础上，在全国首创

了“天网”、“地网”、“人网”三网合一的学校主导型“3N”就业

推荐新模式；建成了“黑龙江工业学院毕业生就业市场”和集就

业指导、素质训练、技能培养、创业引导、人才招聘、就业推荐

及信息管理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就业创业能力超市”；实行了校系

两级管理毕业生就业率目标责任制；明确了毕业生就业推荐“零

库存”和毕业生适应社会“零距离”的就业总体目标；形成了毕

业生就业创业工作“人人抓、常年抓”的良好局面。2010 年被教

育部评为“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典型经验高校”和“全国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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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工作先进单位”。

二、2014 届毕业生就业基本状况

1.2014 届毕业生总体就业去向分析

黑龙江工业学院 2014 届毕业生总计 2904 人，学历均为专科，

其中签署就业协议就业
①
1999 人，占毕业生总数的 68.84%；灵活

就业
②
形式就业 509 人，占毕业生总数的 17.53%；升学

③
209 人，

占毕业生总数的 7.2%。待就业
④
171 人，占毕业生总数的 5.89%。

通过整体就业去向数据分析，现阶段毕业生就业的主要形式

仍以签订就业协议书形式为主，就业的主要途径仍是以校园招聘

会、社会招聘会及家庭社会成员推荐就业为主。

毕业生

总数
学历 升学

出国

参军
签协议就业

灵活

就业
待就业 就业率

2904 专科 209 16 1999 509 171

百分比 7.2% 0.55% 68.84% 17.53% 5.89% 94.11%

①
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签订三方就业协议书形式就业

②
灵活就业：毕业生以非全日制、临时性和弹性工作等形式就业。其中包括自主创业、自由职

业和其他灵活就业。

毕业生自主创业：指创立企业（包括参与创立企业），或是新企业的所有者、管理者。包括个体

经营和合伙经营两种类型。

自由职业：指以个体劳动为主的一类职业，如作家、自由撰稿人、翻译工作者、中介服务工作

者、某些艺术工作者等。

其他灵活就业：指有就业岗位，但未与用人单位签订就业协议和劳动合同的所有人员。
③
升学：毕业生考取研究生、升入本科、考取第二学士学位、中专升入高校或博士入站进行科

学研究。
④
待就业：毕业生暂无就业愿望、拟升学、出国、身体健康原因及其他原因暂不就业，或者毕

业生有就业愿望，但尚未就业，以及毕业生顶岗实习、见习的，但未与用人单位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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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签约毕业生流向分析

2.1 毕业生签约单位性质分析

2014 届毕业生中，签订就业协议书就业人数为 1999 人。签约

单位性质排在前三名的分别为：民营企业 1291 人，占签约毕业生

总数的 64.58%；中初等教育单位 371 人，占签约毕业生总数的

18.56%；国有企业 173 人，占签约毕业生总数的 8.65%。

通过毕业生签约单位性质数据分析，现在社会吸纳毕业生的

主体力量还是民营企业，占我校毕业生总数的 64.58%。这与我国

当前的社会经济结构相吻合，排在第二位的是中初等教育单位，

就业主体是体育教育、学前教育等师范类专业毕业生，这部分毕

业生的专业对口率比较高。

单位性

质

党政机

关

其他事

业单位

中初等教

育单位

国有

企业

三资

企业

民营

企业
其他

人数 25 53 371 173 57 1291 29

百分比 1.25% 2.65% 18.56% 8.65% 2.85% 64.58%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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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毕业生签约单位所在地分析

2.2.1 毕业生签约单位地域分析

2014 届毕业生中，签订就业协议书就业人数为 1999 人，签约

单位地域基本情况为：东三省（黑龙江、吉林、辽宁）971 人，占

签约毕业生总数的 48.57%；西部地区（内蒙古、甘肃、陕西、四

川、青海、宁夏、新疆、云南、贵州、西藏、重庆、广西）408

人，占签约毕业生总数的 20.41%；中部地区（北京、天津、河北、

山西、河南）289 人，占签约毕业生总数的 14.46%；环渤海地区

（山东、辽宁）178 人，占签约毕业生总数的 8.9%；长三角地区

（浙江、上海、江苏）128 人，占签约毕业生总数的 6.4%；珠三

角地区（广东）33 人，占签约毕业生总数的 1.65%；其他地区 76

人，占签约毕业生总数的 3.8%。

签约

地域

东三省

地区

西部

地区

中部

地区

环渤海

地区

长三角

地区

珠三角

地区

其他

地区

人数 971 408 289 178 128 33 76

百分比 48.57% 20.41% 14.46% 8.9% 6.4% 1.65%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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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毕业生签约单位所在地在黑龙江省内分析

2014 届毕业生中，签订就业协议书就业并所在地域在黑龙江

省内的为 801 人，就业人数排名前三位的地级市分别为：鸡西市

309 人，占省内签约总数的 38.58%；哈尔滨市 136 人，占省内签

约总数的 16.98%；鹤岗市 59 人，占省内签约总数的 7.37%。

签约地 哈尔滨 鸡西 鹤岗 齐齐哈尔 大庆 七台河 双鸭山 其他

人数 136 309 59 54 46 37 36 124

省内签约

百分比
16.98% 38.58% 7.37% 6.74% 5.74% 4.62% 4.49% 15.48%

签约总数

百分比
6.8% 15.46% 2.95% 2.7% 2.3% 1.85% 1.8%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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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毕业生就业地域数据分析，在东三省就业的人数为 971

人，占签约毕业生总数的 48.57%；在黑龙江省就业的人数为 801

人，占签约毕业生总数的 40.07%；在鸡西地区就业的人数为 309

人，占签约毕业生总数的 15.46%，我校毕业生的就业区域主要以

黑龙江省内为主，说明我校的人才培养工作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

人才保障。

2.3 毕业生签约行业分析

2014 届毕业生中，签订就业协议书就业人数为 1999 人，签约

单位行业排在前三位的分别为：教育行业 371 人，占签约总数的

18.56%；制造业 327 人，占签约总数的 16.36%；建筑业 245 人，

占签约总数的 12.26%。

行业分类 人数 百分比

农、林、牧、渔 15 0.75%

采矿业 195 9.75%

制造业 327 16.36%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36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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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业 245 12.26%

批发和零售业 171 8.55%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39 1.95%

住宿和餐饮业 49 2.45%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98 4.9%

金融业 36 1.8%

房地产业 89 4.45%

租赁和商业服务业 40 2%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28 1.4%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45 2.25%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68 3.4%

教育 371 18.56%

卫生和社会工作 31 1.55%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29 1.45%

公用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87 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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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毕业生招聘会统计分析

我校 2014 届毕业生 2905 人，共举办大型招聘会 2 场，小型

招聘会 3场，专场招聘会 30 场，网络招聘会 93 场；有 232 家用

人单位到校招聘，提供 17300 余个工作岗位，平均为每名毕业生

提供 5.96 个工作岗位，有 2109 人达成就业意向，1381 人通过面

试被用人单位录用。

到校招聘会的用人单位数量和质量较往年有较大提升，山东

魏桥铝电有限公司、晋能有限责任公司、江苏省矿业工程集团有

限公司三家世界 500 强企业，双胞胎集团、黑龙江建龙钢铁有限

公司等五家中国 500 强企业到校招聘，在原有就业基地的基础上，

新开发了万控(天津)电气有限公司、山东潍坊润丰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等十余家大型企业到校招聘，取得良好效果。

三、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主要措施、经验和亮点

（一）夯实基础，提升毕业生就业创业竞争力

2013-2014 年度，我校共举办两次全国计算机应用技术能力考

试（NIT），共有 735 人次参加考试，通过率超过 80%，全面提升毕

业生办公自动化能力，增强毕业生就业竞争力，为毕业生“好就

业”，还要“就好业”打下坚实基础。

成功举办了 3期大学生科学就业创业成功素质训练，通过成功

素质训练与本专业相结合，与自身个性、职业生涯规划、科学就

业相结合，让大学生在校期间认真规划自己的学业，认真规划自

己的职业生涯，为将来成功打下坚实基础。

（二）精细管理，做好职业指导与就业创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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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精细化管理中精细化、科学化、规范化、人性化的理念

和内涵，以毕业生为本，以提高毕业生职业素养和就业能力为目

标，对学生在校全过程进行监控和指导，为所有学生制作就业服

务卡，通过就业服务卡，将职业指导与就业服务工作具体化、标

准化、系统化、数字化。节约了时间，提高了工作效率。

举办“黑龙江工业学院大学生就业创业教育高端论坛”，邀请

鸡西万达广场项目总经理张立东先生，复制猫国际教育机构教育

顾问、演讲家、教育家、营销系统建造专家佟效侃到校做就业创

业教育专场报告，并与鸡西市妇女联合会联合主办了鸡西市女性

就业创业事迹报告团暨“进校园、走基层”宣讲活动女大学专场

报告会。通过“就业创业教育高端论坛”这个平台，让毕业生对

自己的职业选择以及如何适应的问题有了进一步了解、认识和思

考，进一步提升了学生选择自己职场成功之路的目标与信心。

（三）雏鹰展翅，培养创业精神，点燃创业梦想

按学校制定的大学生职业发展和就业指导体系，完成了全校

大一、大二、大三 3个学年的就业创业指导课教学任务。经过近 4

个月的努力，通过积极与上级主管部门协调，严格管理教师教学

工作及学生出勤工作，顺利完成了 2014 届 2620 名毕业生 SYB 创

业培训任务。并在每期创业培训后，邀请市创业专家自愿团成员

到我校做了 4期创业咨询活动。并有 2782 名毕业生成功申领了高

校毕业生自主创业证书。

2013 年 8 月 23 日,中央电视台第七频道《致富经》栏目报道

我校 2004 届毕业生顾军林的创业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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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5月10日，成功举办了黑龙江工业学院首届主题为“创

业点亮人生路”的创业沙龙，邀请三名已经成功创业的毕业生返

校为毕业生授业解惑，指点迷津。

2014 年 5 月 18 日，黑龙江工业学院首届“跳蚤市场”正式启

动。“跳蚤市场”是为打造“人人微创业”的理念所进行的一场大

学生练摊尝试的营销活动，卖家均是我校在校学生。当天的交易

总额 2344 元。通过在跳蚤市场中体验角色，参与练摊的大学生学

会了交流和合作，提高了大学生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能力。学校

在给大学生提供实践创新空间的同时，也让练摊的同学尝到了创

业的艰辛和成功后的喜悦。

2014 年 4 月-5 月，鸡西日报连续四期头版“创业在鸡西、我

是创业人”专栏中报道我校四名优秀毕业生在鸡西域内创业成功

典型案例，其中我校 2008 届经济系毕业生冷朝坤创办的鸡西加艺

网络公司，受到了鸡西市委书记赵铭的高度赞誉。

（四）共享资源，政校联合助推大学生就业创业

2011 年 9 月 22 日，黑龙江工业学院与鸡西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联合成立“鸡西市大学生就业创业工作联合体”，有效整合

了政府公共服务资源与高校教育资源，既把人才服务机构建到了

人才最密集的地方，又开拓出了一条高等院校主动融入到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建设大潮中来的新途径；不仅开创了政府公共服务部

门与高校合力开展工作的新模式，而且形成了政校共建人力资源

市场的新体系，实现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与高等院校的资

源共享、优势互补，为大学生就业创业提供了功能更健全、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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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配套、服务更优化的教育、培训、政策支持。2012 年 5 月 15

日，“黑龙江省政校联合服务大学生就业创业工作鸡西现场会”在

黑龙江工业学院举办，国家人社部就业促进司刘丹华司长、黑龙

江省人社厅林秀山厅长、全省各市人社局和部分高校就业工作人

员参会。会议着力推进政府主导、高校主动、企业主力的“三位

一体”大学生就业创业体系建设。为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提

出新办法、新思路，全面推进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

四、毕业生就业发展趋势

我校历来重视毕业生的就业创业工作，实施“一把手”工程，

全体教职员工参与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毕业生就业率连续十年

超过 85%。涌现出顾军林、詹惠元、冷朝坤等一批优秀学子。

在取得较好的成绩的同时，我们也看到全国大学生就业在未

来几年内形势依然严峻，不但毕业生数量持续高位，而且部分行

业对毕业生的吸纳能力在下降，都是造成毕业生就业困难的主要

原因，毕业生本人的求职意愿不高也是主要原因之一。煤炭行业

的“冷”，市场营销行业的“热”，在未来的几年内还将持续。

我校 2015 届毕业生预计毕业人数 2704 人，毕业生人数超过

百人的专业有煤矿开采技术、电气自动化技术、会计与审计、机

械制造与自动化、建筑工程技术、学前教育和体育教育。其中涉

煤类专业就业形势依然严峻，电气类和机械类专业就业形势依旧

看好，营销类专业就业形势持续火爆。师范类专业就业方向主要

还是以中小学校为主。

五、就业状况对教育教学的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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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年的就业推荐过程中，我们了解到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

要求主要集中在工作中的学习能力、新事物的接受能力、待人接

物能力、团队协作能力等为主，专业能力为辅，这就要求我们在

未来的人才培养过程中要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团队协

作能力，在校期间做好学业、职业生涯规划，明确未来发展方向，

增加假期社会实践的专业范围和参与学生数量，使学生提前了解

社会和企业的实际情况，为将来“能就业”“就好业”“可创业”

打下坚实基础。

六、部分优秀毕业生事迹简介

顾军林，2004 年毕业于黑龙江工业

学院，2004 年成立鸡西市东方商贸服务

部（鸡西市首家在校学生注册的个体工

商户）；2006 年注册成立西宁东方西点资

讯有限责任公司担任法定代表人，完成

义务巡回演讲报告会 20 余场；2007 年创

办深圳市技工学校阳光教育扶贫助学工

程办公室，帮扶西部地区贫困学生 500

余人；2012 年注册成立青海民兴生态科技有限公司；投资 120 万

元建成高原冷凉作物培育示范基地 400 余亩。

公司位于“国家商品粮基地”、“中国十大城市慢游地”、“中

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之称的青海省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公司

现有占地 400 余亩的高原冷凉经济作物生态培育基地 1处、年出

栏 2万只高原生态土鸡养殖基地 1处，投资管理农民专业合作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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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涉及农户 63 家，持有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包装专利等

知识产权 5项，2012 年在主管单位的大力支持下申报了“金雪凤”

和“景阳川”两个注册商标，从此礼盒包装加工产品远销北京、

深圳、成都等大中城市。在国家“服务三农，建设新农村”倡导

下，秉承“绿色发展，人文发展”生态理念，肩负“科技兴农，

富国利民”企业使命，以绿色、安全、科学、和谐为发展方向，

带动大量农牧民就近就业并脱贫致富，带动农村经纪人、大学生

村官等有志青年实现创业，走产学研相结合的经营之路，力争在

两年内投资建设万亩优质青藏高原冷凉作物出口基地并跨入青海

省林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行列。

詹惠元，2002 年考入黑龙江工业学

院，2003 年成为中国大学生科学就业成

功素质训练营教官，大学期间独立举办

个人演讲报告会 13 场，2004 年荣获“全

国第三届演讲比赛”三等奖。2005 年大

学毕业，作为毕业生的他，离开鸡西的

那天，鸡西火车站挤满了他的学生！

2006 年他走入黑龙江冰企鹅企业

管理咨询公司成为一名普通的销售员，12 个月中有 8 个月为月

销售冠军。2007 年成为长春分公司执行总经理，同年，被授予

“中国大学成功素质训练终身教官”的称号。2008 年成立龙腾

教育资讯有限公司，任总经理，因缺乏企业经营管理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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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一年半公司倒闭。2009 年开始进入多家集团企业深入学习

和实践，在全国各地拜访名师专家，虚心求教。

九年的积累，九年的沉淀，精妙融合国学系统，他广泛涉

猎易、儒、墨、禅、道、兵、医、史以及纵横之道的精华，结

合西方的组织行为学、应用心理学、领导科学、市场营销学等

开创出独特的适合于企业的《五行心法》《复合型人才九项修

炼》《青年领袖十项自我修炼》等实战、长效课程。在培训的

367 家企业中，有 85%以上在沿用詹惠元老师的员工成长系统

和行为建设系统。上千场幽默、快乐、发人深省的演讲受到了

政府、企业的高度认可。

2012 年詹惠元先生被教育部（CVCC）职业核心能力认证中

心聘为核心专家，同时成为“118 家电视台前沿讲座《赢在职

场》栏目的主讲嘉宾”。同年，詹惠元再次创业成立北京中通

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任董事长。公司连接数百个行业，为企业

提供精准、全面、持续的人才服务，在推荐的人才进入企业之

前就将企业的文化体系及相关要求培训完毕，同时为在校大学

生提供一系列实操实效实用的职业化训练，公司刚刚起步，目

前团队虽仅仅二十余人，但都经过标准

的职业化训练，是一支训练有素，有责

任感，有归属感的团队。目前公司及其

团队正在向着健康的方向稳步前进发

展。

李洪，2006 年毕业于黑龙江工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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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2009 年 4 月 23 日，第六届“奉献者风采——大学生志愿服务

西部计划优秀志愿者事迹报告团”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

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兆国等中央领导的接见，此后报告团在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交通大学等高校作了事迹报告，向在校的大

学生们介绍了他们作为志愿者的感受。李洪便是报告团成员之一。

2006 年 7 月，李洪参加了“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行动，

被安排到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城关镇中山街社区做志愿服务工

作。

由于李洪在工作上表现出色，2007 年 11 月，上级选调李洪到

陇南市团委工作。

2008 年 5 月 12 日，汶川大地震的冲击波使陇南市遭遇了百年

不遇的巨大灾难。陇南团市委牵头成立了陇南市抗震救灾指挥部

社会募捐办公室，李洪的具体任务是每天下午整理汇总当天募捐

的详细情况，以便市委、市政府在第一时间了解社会募捐信息，

还负责接待到陇南抗震救灾的外地志愿者。地震发生后的第 5 天

下午，朗朗晴天突然乌云密布、狂风大作，顷刻间暴雨倾盆而下，

李洪所在的募捐帐篷在风雨中激烈摇摆,继而一阵大风猛烈刮来，

整个帐篷腾空而起，几个人拉着帐篷也飘了起来，随后，又被重

重地摔下……强烈的责任感支撑着李洪，腿伤了，胳膊出血了，

脸上划出一道道伤痕，但是，他和同事们在风雨中坚守着募捐阵

地，内心充满了自豪和满足。在那一场地震灾难面前，“80 后”们

的表现令全社会为之一变，李洪便是“80 后”的一个代表。

2008 年 7 月初，正当李洪在抗震救灾志愿服务工作中紧张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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碌的时候，突然接到武都区项目办通知：两年的志愿者服务期满，

可以去办理结束手续了。李洪顿时变得茫然了。两年来，李洪的

喜怒哀乐已经深深地渗透在陇南的田间地头，这里有他青春的事

业，有追求的梦想，有亲爱的朋友，更有时时牵挂的贫困学生。

李洪已经融入了陇南大地，他觉得自己还有好多事情没做完呢！

于是，李洪报名参加了甘肃省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选拔

考试，结果，在志愿者服务期满之后，他又成了陇南大地的一名

普通的大学生“村官”，岗位是陇南市文县尖山乡老爷庙村党支部

副书记。老爷庙村是陇南市在地震中受灾最为严重的村落之一，

到老爷庙村之后，李洪又把青春投入到带领灾区农民的灾后重建

中，他把老爷庙村当成了自己人生的新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