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顶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2019 年度就业质量报告 

 

前    言 

根据教育部和河南省统一部署，为全面反映我校 2019年毕业生就业状

况，展现学校育人成果，以回应社会关切、接受社会监督，进而不断提升

人才培养质量，促进学生成长成才，学校编制了《平顶山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 2019年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现面向社会予以发布。 

第一部分  基本情况 

一、就业率 

 2019年，学院毕业生 5558人，截止目前，已有 5285 人实现就业，就

业率达到 95.09%。共有中国铁建电气化局、中煤矿建集团建安公司、中国

水电四局（兰州）机械装备有限公司、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平

煤神马机械装备公司、河南能源化工集团新疆投资公司等 143家企业到校

招聘，其中国有企业 36家，世界 500 强企业 27家，高新技术企业 12家。

举办大型综合双选会一场，各类专场招聘会 86场。 

二、生源变化情况 

2019 年，学院 50 个专业共有毕业生 5558 人，较 2018 年的 3664 人增

加 1894 人，增幅为 51.7%。相比 2018 年，生源呈现爆发性增长势头。从

2017 年到 2019 年，三年的毕业生数持续增加,具体情况是： 2017 年 3109

人，2018 年 3664人，2019 年 5558人。 

生源变化情况见下图。 



 

从 2017 年开始，学院生源开始高速增长，至 2019 年，三年来增长率

一直保持在 10%以上,2019 年增长率更是达到了 51.7%的空前速度。分析其

原因：一是国家煤炭钢铁行业去产能收到实效，煤炭行业经济效益开始持

续向好，我院作为一所以煤炭行业为主体的行业特色明显的学校也受到了

这些利好消息的影响；二是平煤集团多元化发展步入发展期，化工、新能

源、机械制造等行业用工需求持续增加，带动了生源的增长。三是学院及

时调整专业设置，增加了新兴服务业专业，特别是护理和航空服务专业的

兴起，带动了生源总量的持续快速增长。四是计算机信息类专业，随着用

人市场的高涨，生源情况增长迅猛。 

第二部分    就业情况分析 

一、就业率分析 

1、毕业生毕业半年后就业率 

2019届毕业生毕业半年后就业率为 95.09%。各专业毕业生半年后就业

率见下表。 

院系 专业 就业率 

合计   95.09% (5285/5558) 

资源开发学院   95.48% (296/310) 

  工程测量技术 96.30% (26/27) 

  煤矿开采技术 66.67% (2/3) 



  矿井建设 100.00% (1/1) 

  矿井通风与安全 90.91% (20/22) 

  建筑工程技术 100.00% (122/122) 

  建筑电气工程技术 100.00% (5/5) 

  工程造价 96.70% (88/91) 

  道路桥梁工程技术 82.05% (32/39) 

自动化与信息工程学院   95.27% (282/296) 

  光伏发电技术与应用 100.00% (14/14) 

  电气自动化技术 93.62% (88/94) 

  工业机器人技术 96.15% (25/26)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100.00% (12/12) 

  应用电子技术 100.00% (25/25) 

  物联网应用技术 94.29% (99/105) 

  通信技术 95.00% (19/20) 

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   94.47% (615/651) 

  计算机应用技术 94.05% (411/437) 

  计算机网络技术 97.14% (102/105)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92.63% (88/95) 

  物流工程技术 100.00% (14/14) 

经济管理学院   95.30% (751/788) 

  食品加工技术 100.00% (15/15) 

  会计 91.73% (366/399) 

  工商企业管理 98.59% (70/71) 

  市场营销 97.78% (88/90) 

  电子商务 100.00% (87/87) 

  物流管理 98.44% (63/64) 

  旅游管理 100.00% (20/20) 

  酒店管理 100.00% (18/18) 

  营养配餐 100.00% (24/24) 

尼龙化工学院   97.30% (36/37) 

  环境工程技术 100.00% (7/7) 

  高分子材料工程技术 100.00% (2/2) 

  应用化工技术 96.43% (27/28) 

艺术学院   91.63% (230/251) 

  服装陈列与展示设计 100.00% (14/14) 

  空中乘务 100.00% (17/17) 

  艺术设计 87.50% (28/32) 

  服装与服饰设计 97.65% (83/85) 

  环境艺术设计 79.37% (50/63) 

  音乐表演 95.00% (38/40) 

护理学院   94.01% (1663/1769) 

  护理 94.49% (1611/1705) 

  眼视光技术 81.25% (52/64) 



网络教育学院   98.86% (87/88) 

  煤矿开采技术 100.00% (16/16) 

  矿井通风与安全 100.00% (1/1) 

  机电一体化技术 100.00% (27/27) 

  电气自动化技术 96.00% (24/25) 

  会计 100.00% (11/11) 

  工商企业管理 100.00% (8/8) 

汽车工程学院   98.71% (383/388)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100.00% (236/236) 

  汽车电子技术 92.86% (13/14) 

  新能源汽车技术 98.39% (61/62)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97.96% (48/49) 

  汽车营销与服务 92.59% (25/27) 

机电工程学院   96.12% (942/980) 

  矿山机电技术 100.00% (7/7) 

  机械设计与制造 100.00% (58/58) 

  数控技术 100.00% (65/65) 

  焊接技术与自动化 100.00% (21/21) 

  模具设计与制造 100.00% (31/31) 

  机电一体化技术 95.24% (760/798) 

2、三年各专业毕业生半年就业率变化情况比较分析 

为了说明就业率的变化情况，我们整理了近三年来个专业的就业率，

三年来建筑类、新兴服务类、化工类 、网络服务类专业就业率增加，机电

类、机械类专业一直保持了较高的就业率，煤炭类专业就业率从 2019年开

始出现恢复。具体来说，矿山机电技术、机械设计与制造、数控技术、焊

接技术与自动化、模具设计与制造、建筑工程技术、服装陈列与展示设计、

空中乘务、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等 19 个专业均实现了 100%的就业率。而矿

井通风与安全等煤矿专业虽然也实现了完全就业，但是毕业生规模过小，

并没有太大的参考意义。传统的优势专业机电一体化技术仍然保持强势。 

随着国家经济结构的持续调整，产业的不断升级，毕业生的就业结构

也在发生着变化，新兴的服务类专业异军突起，汽车类专业保持强劲增长，



机电、机械、电气等传统强势专业依然需要旺盛；而建筑类专业出现下滑，

煤矿类专业则生源严重萎缩。 

新兴的通信技术、物联网技术等专业逐步发展。 

具体情况见下图。 

 



二、毕业生就业流向分析 

2019年学院共有毕业生 5558人，实现就业 5285人，就业流向见下表。 

 

毕业生就业分布在全国 24个省、市、自治区。从图中可以看出，就业

去向仍然以河南省为主，与学生生源地情况相吻合，说明毕业生选择就业

区域仍然以家乡为主，去外地就业的比例逐年下降，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

内地的就业岗位也在逐步满足毕业生的就业需求。这也和国家经济发展情

况相吻合。另外，今年就业分布出现的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就业人数上升



是情况是学院定向培养的就业情况反映。江苏省、浙江省也是吸纳就业人

数较多的省份。 

三、毕业生就业行业分析 

2019年已经就业的 5285名毕业生的就业主要分布在以下几个行业，民

营中小微企业、国有企业、医疗卫生单位、专升本、三资企业。具体情况

见下图。  

 

第一是民营中小微企业，民营中小微企业逐渐成为是吸纳就业人数最

多的行业；第二是医疗卫生单位，由于 2019年我院护理和眼视光专业毕业

生人数较多，医疗卫生单位也吸纳了 846 名毕业生，以护理为主。第三是

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吸引力较以前有所下降；第四是专升本，选择升学

的学生依然是高职高专毕业生的一个重要通道；第五是三资企业，三资企

业对毕业生就业的拉动作用也在下降，其中的技术、管理岗位，收入较高，

仍对毕业生有吸引力。 

第三部分 2018 年就业质量调查情况 

2019 年 12 月 3 日——9 日，学院以打话调查的方式，对我院 2019 届



毕业生的就业情况进行了问卷调查。共收到有效的问卷 402 个，我院 2019

届共有毕业生    名，有效问卷    %。 

一、单位所属行业 

从 402份有效调查中，显示从事制造业的毕业生占比最高，为 26.37%，

从事教育行业的毕业生占比最低，为 1.24%。具体情况见下图。 

 

从图中看出，在制造业和服务业就业的学生占比较高，这些与学院的

专业结构相符，而服务业就业比例的快速增长也说明，学生的就业观正在

发生改变，毕业生的就业观念已悄然发生了改变，去矿山、建筑等艰苦行

业就业的学生占比正在减少，需要加强对学生的正确引导。 

二、收入情况 

1、2019年问卷调查情况 

共有 58人不愿意透露自己的收入情况，占到了调查人数的 14.43%。参

与调查的 402人中，月收入 3000——5000元的达到了 49.25%，占比最高；

其次为月收入 2000——3000 元的，占比为 23.38%；月收入在 5000 元以上

的占比为 12.94%。具体情况见下图。 



 

    2、2017—2019 三届毕业生收入情况调查对比 

学院连续三年对毕业生就业半年后的收入进行了抽查，抽查结果见下

图。 

 

图中显示三年来毕业生的月收入呈现缓慢的抛物线走势，2019 年毕业

生的收入情况相较 2018年略有下滑，这与本地经济发展情况有关。毕业生

就业半年后薪酬情况与国家整体经济发展情况相符，以上数据对学院开展

就业指导有借鉴意义。 

三、专业相关度 

1、在 402份有效调查中，有 342人选择了所学专业对自己从事的工作

岗位有帮助，占比为 85.07%；60人选择了没有帮助，占比为 14.93%。具体

情况见下图。 



 

2、近三年毕业生就业专业相关度变化趋势，见下图 

 

从三年毕业生毕业就业半年后专业相关度变化趋势看，程序触底反弹

趋势，说明 2019年制造业、服务业等用人大户对员工的专业素养要求日渐

提高，而毕业生也对自己所学的专业有了较高的认同感，也是学院通过职

业生涯规划活动前期对学生专业调整的结果。 

调查得知，煤炭开采技术、矿井通风与安全、矿山测量、建筑工程技

术等工矿建筑类专业专业相关度下降最严重;矿山机电、机电一体化技术、

焊接技术、数控技术、模具设计与制造等机械制造类专业毕业生的专业相

关度也有所降低;计算机类专业毕业生就业半年后的专业相关度有所提高。 

四、职业吻合度分析 

1、在 402 份有效调查中，有三人没有对这个问题做出回答，其他 385

人中，对自己目前的职业状况满意率较高，职业吻合度达到了 85.57%。具



体情况见下图。 

 

2、职业吻合度及变化趋势 

学院在对毕业生毕业半年后的就业状况开展调查得知，2017 年毕业生

的职业吻合度为 92.30%，2018年为 86%，2019年为 85.57%虽然逐年下降，

下降趋势呈缓。具体情况见下图。 

 

从不同的专业大类看，工矿类毕业生的职业吻合度最低，加械加工类

专业毕业生也有所下降，而计算机类、经济类、营销类毕业生的职业吻合

度有所提高。这些情况也体现出了毕业生就业观念的转变，制造业、采矿

业、建筑业等行业越来越不受毕业生欢迎，而工作灵活，富有挑战的服务

业、营销业日益发展，越来越多地受到毕业生青睐。 

从三年来职业吻合度变化情况来看，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根据问

卷调查结果分析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国家经济正处于转型期，

企业转型升级造成的岗位变化很大，传统的优质岗位逐渐变得不再具有吸



引力，而孕育出的新岗位也正在逐步成型期，由此造成了毕业生就业选择

岗位时期的迷茫情绪；二是毕业生就业期望值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不再是

单纯追求高薪，对自身的发展更加重视，就业单位的生活条件，学习条件，

发展条件能否满足自身的需求，已经成为毕业生对职业期待的一个重要选

项。 

五、专业知识是否满足职业发展需要 

在 402 份有效调查中，有 270 人表示自己的专业知识可以满足职业发

展的需要，达到了 67.16%；还有 132 名调整表示自己的专业知识还不能满

足职业发展的需要，占比为 32.84%。这些情况说明学院的专业知识教学还

有较大的提高空间。 

 

六、创新创业分析 

2017年毕业生自主创业比例为0.88%，2018年为0.92%，2019年为1.33%

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2019 年，学院为了促进毕业生自主创业，学院不

断完善大学生创业园的基础设施，新建了超过 2000平方米的创客空间，积

极开展各类创新创业培训，有效提高了大学生自主创业的热情；但自主创

业的比例仍有待提高。 



 

七、专升本比例 

2019年专升本 264 人，占比 4.43%2018年专升本 242人，比例为 6.6%；

2017年为 7.07%。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具体情况见下图。   

 

八、毕业生对学院的建议和意见 

当提及对学院的建议和意见时，多数学生表示没有建议，少部分学生

诚恳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从回收的意见与建议来看，有十六名同学为学

院提出了中肯的建议。21 名同学提到希望加强实践教学，占比接近 50%，

其次是加强管理，另外对其他一些学校关注也提出了很有意义的建议。 

第四部分 2019年我们的主要做法 

一、围绕中原经济，调整市场布局 

随着中原经济区建设的推进，中原地区经济发展迅速，用工需求越来



越大；根据近三年的毕业生就业意向调查，毕业生本土就业意愿越来越高，

2019 年，就业处积极开发中原地区优质企业。河南能源化工集团、郑州煤

矿机械制造集团、中煤矿建集团、洛阳中航光电有限公司、洛阳中航锂电

有限公司、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等一大批中原地区优质企业逐步成为我

院的稳定合作用人单位。就业市场的调整，使我院在中原经济区建设中发

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影响力逐年提高。 

二、根据专业特点，开发就业岗位 

围绕我院毕业生的专业特点，结合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的企业特

点，有针对性地开发企业的专业技术岗位和管理岗位，提高毕业生就业质

量。2019 年，中煤矿建集团招聘的施工管理员、预算员，各类医疗机构招

聘的护士、护理人员；郑州机场集团招聘的航空服务与学生的职业吻合度、

专业相关度较高，毕业生就业质量得到有效提高。 

三、结合学院实际，孵化创业项目 

2019 年，我们着力推进大学生创新创业工作，按照年初制定的大学生

创新创业工作规划，充分发挥大学生创业园的作用，孵化创业项目。现正

在孵化的项目有：匠心设计工作室、印象平职、中国移动校园店、麒璟传

媒、联合驾培服务中心、彩鸿校园商务中心、校园快递 PLUS、BIM 应用服

务中心、小哈创客工作室、路桥创客空间、视觉健康服务中心、川黛生活

馆、优衣酷洗衣房。 

四、开展就业创业教育，提高就业创业能力 

为深入贯彻落实河南省教育厅《关于在全省大中专学校开展“就业创

业政策宣传周”活动的通知》要求，广泛宣传解读我省促进毕业生就业创



业的有关政策，努力营造有利于就业创业的良好舆论氛围，引导广大学生

树立科学的就业观和成才观，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我院于 2019年

5 月 13日至 19日在全校学生中开展了“就业创业政策宣传周”活动。 

2019 年 10月 22日——29日，学院组织大三学生举办了六场大学生就

业创业讲座，参加人数三千余人，有效提高了学院毕业生的创新创业意识。 

7 月 27日至 28日， 2019河南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总

决赛暨国赛选拔赛在河南经贸职业学院成功举办。我院资源开发学院道路

桥梁专业团队选送的《蔚蓝智能通风装置》项目获得省赛金奖、自动化与

信息工程学院小哈创客团队选送的《乌金清洁运输装置》和《超洁超声

波电解洗衣器—一种不放洗衣液的洗衣器》等两个项目荣获省赛银奖； 

2019 年 10 月全国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我校《蔚蓝智

能通风装置》项目获得国赛铜奖； 

2019 年 10 月全国中华职业教育社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在安徽合肥举

办，我校荣获国赛铜奖； 

2019 年 11月由省就业指导中心举办的“完美校园”简历大赛，我校学

生黄慧资获大赛一等奖，指导教师姚翠翠获优秀指导教师、学校荣获优秀

组织奖； 

2019 年 11月由省教育厅、人社厅、科技厅、工信厅、省科学技术协会、

省工商业联合会共同主办的河南省第三届校企合作就业创业项目推介会，

我校荣获优秀组织奖； 

五、规范服务流程，提高服务水平 

一是严格企业招聘审核机制。对联系的招聘企业，需要经过就业处、



相关二级学院、教务处等部门的审核批准后，最后由分管领导审核批准，

方可到校招聘。二是规范就业信息发布途径。分管领导签字后，就业信息

传送至信息发布人员处，再与招聘单位协商、统筹安排招聘时间，统一发

布就业信息，安排招聘会。三是就业处充分发挥互联网快捷、准确的特点，

及时宣传河南省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微信服务平台 ，让每一位学生都可以通

过手机微信公众服务平台实现派遣、改派、补办等就业手续，极大地方便

了毕业生。 

 

第五部分  对学校的几点建议 

通过对学院 2018年毕业生毕业半年后就业情况的调查分析，平顶山工

业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生的就业率和就业质量保持了较好的发展势头，毕业

生的就业观念能和社会发展状况协调发展，就业竞争力逐年提高，毕业生

更愿意服务家乡，对自身的发展要求更高，对母校也保持了较高的责任心，

同时也对学校提出了建设性的建议。 

一、学院的实践性教学需要改革，提高实践性教学的比例； 

二、学校的学生服务工作需要提高，服务部门要更加了解当代学生的

需求； 

三、就业部门要更多的了解学生就业需要，特别是岗位的专业需求以

及就业单位的发展情况； 

四、教学过程中从大一帮助学生做好职业生涯规划，对有升学意愿的

学生及早开始集中辅导； 

五、创新创业工作需要加大与社会的交流。 



 

 

平顶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