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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3 年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创建于 1951 年，是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

国家“211 工程”首批重点建设高校。作为一所多科性财经外语类大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拥有经、管、法、文四大学科门类，以国际经济与贸

易、法学（国际经济法）、金融学、工商管理、外语（商务外语）等优

势专业为学科特色,以“三位一体”即拔尖创新人才、精英人才和通用人

才为培养目标。毕业生遍布全国各地的外贸、金融、三资等行业领域及

国家机关、中国驻外商务机构，为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尤其是对外经

贸事业的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009 年我校入选教育部首批“全国毕

业生就业典型经验高校”；2011 年 9月，时任国务委员的刘延东同志来

校视察，对我校的就业和创业工作给予高度评价。  

 

一、就业工作条件保障 

学校设立专门的学生就业指导中心，负责全校本科生、硕士研究生

及博士研究生的职业辅导、市场开拓、签约服务、创业指导等就业相关

事宜。就业指导中心现有专职工作人员 6 人，专设招聘大厅、面试室、

咨询室、资料室等就业服务场所，占地面积近 1000 平方米，为毕业生和

用人单位提供全方位的就业服务。此外，就业指导中心还设置“大学生

创业实验室”和“模拟面试实验室”，利用现代化视听设备，对学生进行

专业的创业就业辅导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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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3 年就业工作基本情况 

    （一）就业工作的思路 

2013 年我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思路是:贯彻和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按

照国务院和教育部相关文件要求，切实加大政策和工作落实力度，以提

升就业质量为重点，积极应对“史上最难就业年”，破解就业工作面临的

新难题，继续推进就业优质服务，带动就业工作全方位向前发展。 

    （二）毕业生规模和结构分析 

2013 年我校共有毕业生 3400 人，其中本科生 1947 人，研究生 1453

人；男、女生比例为 28.03%和 71.97%；经、管、法、文四大学科门类毕

业生人数分布如下。 

                表 1  2013 届毕业生分学科门类规模统计 

学历 
经济学 管理学 文学 法学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本科 862 44.27% 594 30.51% 367 18.85% 124 6.37% 

研究生 685 47.14% 278 19.13% 255 17.55% 235 16.18% 

（三）就业率 

近三年来，我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均保持在 95%以上。截至本报告撰

写之日（2013年11月30日），我校2013届毕业生本科生就业率为97.64%，

研究生就业率为 99.17%。研究生的毕业去向以就业为主，本科生的就业

去向则相对多元，就业和在国内外继续学习深造基本各占 50%。 

 

 

 



3 
 

表 2 2013 届毕业生就业去向统计 

 

 

 

 

 

（四）就业质量 

1.签约率 

签约率指参加就业的毕业生中与用人单位签订三方协议
1
或劳动合同

的比例，是反映学生就业质量的重要指标。2013 年我校本科生和研究生

签约率均超过 75%。 

2.就业地域分布 

我校毕业生就业区域以北京地区为主，在参加就业的毕业生中，超

过 60%的毕业生在北京就业。京外省市中，上海、广州、深圳等沿海发达

城市、长三角经济圈是吸收我校毕业生最多的地区。其中到上海、广州、

深圳三个发达沿海城市就业的毕业生占就业人数的 6.46%。 

 

 

 

 

 

                                                             
1
 三方协议是指毕业生与单位、学校签署的《北京地区普通高校本、专科（高职）毕业生就业协议书》和《北

京地区普通高校毕业研究生就业协议书》。 

学历 
出国（境） 升学 就业 未就业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本科生 553 28.40% 405 20.80% 943 48.44% 46 2.36% 

研究生 20 1.38% 10 0.69% 1411 97.1% 12 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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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  2013 届毕业生就业地域统计 

 

3.就业行业分布 

2013 年，我校毕业生就业行业分布与往年大体保持一致，机关事业

单位、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及民营企业是毕业生选择的四个大的领域。

其中，机关和事业单位因户口保障力度大、工作性质稳定，所占比例有

逐年上升的趋势。毕业生到国有企业就业的人数也较多，中粮集团、中

化集团、五矿集团等国有大中型企业每年都到我校招聘一定数量的毕业

生。汇丰银行、花旗银行、宝洁公司、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等知名外企每

年招聘我校毕业生达数百名。此外，由于民营企业发展空间扩大，在产

业转型和结构调整的过程中人才需求量增大，也成为毕业生就业的重要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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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  2013 届毕业生就业行业统计 

 

表 3  2013 届毕业生签约部分重点银行人数统计 

 

4.就业与专业契合度 

    就业与专业契合度指的是毕业生就业行业和岗位与所学专业的相关

度及学习深造专业与原专业的相关度，专业契合度是体现就业质量的重

要指标之一。经过统计，我校 2013 届本科生毕业生就业、学习深造与专

业的契合度为 76.01%，研究生为 73.84%。 

（五）就业满意度 

1.毕业生满意度 

    2013 年通过对毕业生离校问卷调查结果分析，94.44%的本科生对自

学历 
中国建 

设银行 

中国工 

商银行 
中信银行 

中国农 

业银行 
中国银行 

北京农 

商银行 
合计 

本科生 39 29 3 11 20 7 109 

研究生 98 66 55 43 28 26 316 

合计 137 95 58 54 48 33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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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毕业去向满意，研究生的满意度为 94.24%，总体满意度为 94.34%。 

2.用人单位满意度 

市场是检验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指标，为了了解用人单位对我校毕业

生的认可度和使用评价，我校每年定期对用人单位的人才使用情况进行

追踪调查。2013 年通过对 80家用人单位的问卷调查发现：用人单位对我

校毕业生就业能力的满意度达到 95.65%，我校毕业生的各项职业能力都

得到较高评价，其中专业基础、外语能力、人际沟通能力三方面的满意

度评价分别达到 98.61%、97.23%和 93.06%（题目设置为多项选择）。说

明我校的专业设置、外语能力及实践能力的培养都是与市场需求相契合

的。 

 

三、2013 年毕业生就业工作特点 

    2013 年我校就业工作在全校师生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实现既定的工

作目标，就业率、就业质量和就业满意度都保持高位稳定。 

（一）复合型知识结构和专业实践能力强的毕业生受欢迎 

我校毕业生以专业知识和技能扎实、外语娴熟、思维活跃、实践能力

强的突出特点而受到社会的普遍欢迎。2013 年到我校举办、参加招聘会

和发布招聘信息的单位共有 1353 家,招聘岗位超过 15000 个，平均供需

比达到 1：4。特别是在金融、财会等领域，我校毕业生学科优势明显、

用人单位认可度高，初步形成特色品牌效应。 

（二）跨国公司企业认可国际贸易及金融专业、商务外语毕业生 

在 2013 就业形势严峻的情况下，我校在传统的就业重点行业就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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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基本保持稳定。金融机构对懂外语的复合型专业人才认可度高，人才

吸纳能力进一步凸显。 2013届毕业生到金融行业就业的人数达到910人，

占毕业生就业人数的 38.81%；知名跨国公司也是毕业生就业的重要渠道，

在华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

所、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宝洁、欧莱雅

等公司每年都定向从我校招录毕业生，我校毕业生的国际化视野和国际

化能力得到市场的认可。 

（三）毕业生就业地域选择呈多元趋势  

在国家政策的引导和学校的鼓励下，2013 年毕业生就业的地域选择

呈多元趋势，到京外就业成为部分毕业生的新选择。2013 年我校到京外

就业的毕业生较 2012 年增加 101 人，到西部和基层就业的毕业生人数也

有显著增加。 

（四）毕业生海外深造人数持续增加 

由于具备良好的外语基础和国际化的视野，我校学生本科毕业后选择

到海外深造的人数持续增加，每年约有 20%本科毕业生选择到海外深造。

2013 年选择到海外深造的毕业生人数达到 553 人，占本科毕业生人数的

28.40%，比 2012 年提高 6%，并且毕业生多数选择欧洲、美国、澳大利亚

的名牌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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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 2013 届本科毕业生海外高校求学分析 

 

（五）国内上研仍是本科毕业生的重要选择之一 

2013 年我校本科生国内读研人数 405 人，占本科毕业生的 20.80%，

其中考取本校研究生 322 人，占国内升学人数的 79.51%；考取外校研究

生 83人，占国内升学人数的 20.49%。  

图表 4 2013 届本科毕业生国内高校求学分析 

 

（六）期望值偏高仍是大学生求职的主要障碍 

部分毕业生在求职时还存在着片面追求热门行业、高待遇、专业对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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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条件，求职期望和市场的需求之间仍有落差。因此，期望值高、不能

合理定位就业目标成为目前毕业生求职的主要障碍。 

 

四、全面推进毕业生就业的政策措施 

（一）学校高度重视毕业生就业工作 

“让每一个毕业生都能找到自己合适的工作”已成为学校办人民满意

大学的重要办学理念。学校成立校院两级就业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部署、

协同推进学校整体就业工作。研究生导师、专业课教师参与就业工作，

实现全员参与和全员推进就业工作。2013 年学校先后召开了就业工作联

席会、就业工作推进会等，专题讨论就业工作；出台促进就业的“五项

措施”和“305 帮扶方案”，并成立了“贫困大学生就业帮扶基金”，力促

毕业生顺利就业。 

    （二）专业化的就业辅导提高学生求职技能 

根据 90后学生的特点，就业指导中心启动了类别丰富、针对性强的

就业辅导活动，提高学生的就业技能。如在举办大型就业辅导讲座的同

时，推行“周四就业坛”、“创业者俱乐部创业沙龙”等精品活动，以小

规模的方式增加与学生的黏性。此外，学院定期统计每个毕业生的去向，

做到“底数清、情况明、数字准”，针对学生的需求开展个性化的辅导。 

    （三）开拓就业市场为学生提供求职机会 

市场开发是就业工作的重要内容，2013 年学校多项措施齐发力，为

毕业生争取更多的就业机会。校领导积极谋划，带头“走出去”，深入调

研，加强市场开拓力度，丰富校企合作内容。同时，加强与校友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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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学校向重点校友发放了校领导署名的“致校友一封信”，推介毕业

生，为学生争取就业和实习的机会。 

此外，我校将创业作为新的就业增长点，将创业教育与创业实践有

效结合，以创业带动就业。2013 年参加“经纬杯”创业大赛的学生团队

有 102 个，参加的学生约 500 人，学生创业热情高涨。 

    （四）人性化的帮扶措施助力特殊群体就业 

学校加大对家庭经济困难、就业困难、少数民族毕业生和残疾毕业

生等特殊群体的帮扶，实行“经济上扶持、信息上照顾、心理上疏导”

的三位一体扶持措施。2013 年与学工部分两次为 117 名本科“双困生”

提供了 8万元就业资助，资助额度较 2012 年翻一番，以助困难生顺利就

业。 

 

五、毕业生就业的发展趋势及对教育教学的反馈 

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和高校毕业生人数持续增加，大学生就业难的

现状很难在短期内得以解决。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增强毕业生的就

业核心竞争力是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根本途径。 

（一） 要培养有中国梦的高素质人才 

按照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要求，大学教育必须着力培养德才兼备、

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中国现代化所需的人才不但要具有深厚的专业

知识和开放的视野，更要有国家意识、民族意识和责任意识。高校要通

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把责任感和道德感的培养融入到整个人才

培养体系之中，使青年学生从实现中国梦的宽广视野来理解自身担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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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和使命，成为国家真正需要的高水平国际化人才。 

（二）要培养适应市场需要的国际化复合型人才 

我校立足和弘扬自身国际化办学传统和优势，紧跟市场需求，通过构

建国际化的学科课程体系和跨学科专业技能交叉的课程体系，大力培养

具有跨文化交流能力的高素质、强外语、精专业“三维整合”的国际化

复合型精英人才，受到市场的广泛认可和青睐。国际化复合型人才是当

下经济全球化时代发展所带来的必然趋势，也是时代对高等教育的必然

要求。 

（三）要培养全方位发展的精英人才 

   为使人才培养更接地气，更好地就业，学校设计了“大学生素质养成

行动框架”。围绕学校的人才培养目标，设置了思想引领、通识教育、

国际培养、校园文化、社团活动、实践育人、学术科研、志愿服务、就

业创业以及菁英成长等十大平台，为学生提高综合素质、增强国际适应

能力、丰富实践经历提供有力支持，也塑造了大批高质量、高素质，有

竞争性、创新性的精英人才。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就业指导中心                                        

2014 年 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