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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２０１６年全国１２个省份１７所高校的专业硕士毕业生就业状况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近八成的毕

业生落实了就业,七成左右的毕业生对就业结果表示满意;男性,读研目的性和导向性明确,商务类、工程类

和公共服务类专业的毕业生,成功就业的概率更高;在高校或科研院所、政府机关、国有企业等单位工作,从

事管理与服务岗,学用相关度和期望吻合度高的毕业生就业满意度较高;高校提供的就业指导服务质量、在

实践教学过程中的管理和服务水平、实践导师参与指导的程度等会对毕业生的就业满意度产生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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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专业硕士培养是我国研究生教育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从１９９０年设置第一个专业硕士学位———工

商管理硕士学位(MBA)开始,截止到２０１５年,我国

已有专业硕士学位４０种,涉及经济、管理、工程、法
律、农学、医学等多个学科和方向.从培养规模来

看,２０１５年的专业硕士招生规模为３８１３２９人,比

２０１０年的２２６８０９人增加了１５４５２０人,增长率为

６８．１３％,已占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的５５．２４％.[１]面

对如此庞大的培养规模,专业硕士的就业状况和就

业质量一直受到各方的关注,对专业硕士就业状况

的调查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目前,国内学者对专业硕士的就业问题进行过

一些调查.如于苗苗等人的研究表明工商管理、建
筑学、法律、教育等专业硕士的就业率较高,有八成

左右的毕业生可以实现直接就业,但仅六成左右的

毕业生对就业结果较为满意.就职单位以国有企

业、事业单位和民营企业为主.[２]张文玺等人的研究

认为专业硕士对所受教育提升就业竞争力的满意度

不高,学校的培养教学对就业竞争力有重要影响作

用.[３]而古继宝的研究表明学位论文训练对专业硕

士就业能力的提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４]刘进等人

指出地缘、年龄、业缘、教育体制和智育水平会显著

影响硕士生的就业结果.[５]但总体而言,对专业硕士

就业状况和就业影响因素的实证调研较少,缺少大

规模样本数据的支持,对目前我国专业硕士的整体

就业状况还缺乏精准的把握.因此,本文在全国范

围内对２０１６年毕业的专业硕士进行了抽样调查,重



点关注专业硕士的就业现状以及影响专业硕士求职

结果和就业满意度的主要因素,以期发现专业硕士

就业当中存在的问题与特点,为提高专业硕士就业

竞争力和就业质量提供参考.

二、样本与变量

(一)样本说明

本次调查时间节点为毕业生离校之前,即在６
月份开展问卷发放工作.在调查样本选取上,本研

究以院校为单位进行整群抽样,并兼顾院校层次、院
校所在地区、院校专业特色及院校在研究生培养规

模上的典型性和代表性.最终抽样院校为１２个省

份的１７所高校,东部地区包括广东、南京、上海、北
京、辽宁和浙江的７所,中部地区包括湖北、湖南和

安徽的６所,西部地区包括陕西、重庆和甘肃的４
所.其中原“９８５”高校８所,原“２１１”高校５所,一般

院校４所.目前,专业学位尚未有统一的分类标准,

对专业学位的分类既要反映其学科背景特征,还要

联系对应的行业与职业特征.[６]为此,在广泛征求专

家意见的基础上,本研究将４０种硕士专业学位按照

学科背景和职业特性划分为六种专业学位类型.这

六种专业学位类型分别为:１．商务类.包括金融、应
用统计、税务、国际商务、保险、资产评估、工商管理、

会计、旅游管理、工程管理和审计硕士专业学位.２．
公共服务类.包括城市规划、社会工作、公共管理和

图书情报硕士专业学位.３．工程类.包括工程、建
筑学、农业、风景园林和林业硕士专业学位.４．法律

类.包括警务、军事和法律硕士专业学位.５．教育

文化类.包括教育、体育、应用心理、汉语言国际教

育、翻译、新闻与传播、出版、文物和博物馆、艺术硕

士专业学位.６．医学类.包括药学、中药学、临床医

学、口腔医学、公共卫生、护理、中医和兽医硕士专业

学位.因本次调查不涉及军事类院校,未包含警务

与军事硕士专业学位,故本次调查所涉及的硕士专

业学位有３８种.

调查共计回收有效问卷９２３０份.在有效样本

中,男、女毕业生比例分别为５３．４％和４６．６％;重点

高校和非重点高校(为便于分析,将原“９８５”和“２１１”

工程高校划分为“重点高校”,非“９８５”和“２１１”高校

划分为“非重点高校”)毕业生比例分别为８６．８％和

１３．２％;东部地区毕业生占３０．５％,中部地区毕业生

占４５．１％,西部地区毕业生占２４．０％;商务类、公共

服务类、工程类、法律类、教育文化类和医学类的毕

业生占比分别为２２．４％、８．５％、４５．３％、７．１％、１２．
０％和４．６％;全日制专业硕士和非全日制专业硕士

比例分别为８２．１％和１７．９％.
(二)变量说明

在本研究中,因变量为求职结果和就业满意度.

求职结果指毕业生是否成功找到了工作.就业满意

度指毕业生对就业结果的满意程度,专业硕士的就

业满意度是对以职业发展为导向的专业硕士培养质

量的重要检测指标,本研究采用李克特五分量表对

全日制专业硕士的就业满意度进行测量,分为“非常

不满意”、“比较不满意”、“一般”、“比较满意”和“非
常满意”五个等级,对应分值为１—５分.本研究将

影响专业硕士就业状况的因素分为五类(见表１),

分别为个体特征、教育特征、就业指导、实践条件和

工作特征.个体特征主要包括毕业生的性别、民族

和求学动机变量;教育特征主要指毕业生就读院校

和专业背景,包括学校层次、学校所在地、学位类别、

就读年限、入学方式等变量;就业指导主要考察学校

对毕业生提供的就业指导服务的质量,由毕业生对

就业指导服务的评价结果进行测定;实践条件指学

校为专业硕士提供的实践教学的平台和条件,分别

为“实践环节的学分比例”、“实践基地的条件和资

源”、“实践过程的管理和服务”、“实践导师的专业水

平”、“实践导师参与指导的程度”,也由毕业生的评

价结果进行测定① .工作特征因素既是就业状况调

查因素,也是就业相关问题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毕

业生工作地点、工作单位性质、工作岗位性质、硕士

所学专业与从事工作的相关度状况(学用相关度),

以及毕业生实际找到的工作与期望中想要从事的工

作的吻合度状况(期望吻合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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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解释变量说明

因素 具体变量 变量和对照组说明

个体特征

性别 男和女(对照组)

民族 汉族和少数民族(对照组)

求学动机 为更好的职业发展做准备、对专业(职业)领域的兴趣、受家人和朋友的影响(对照组)

教育特征

学校层次 非重点高校和重点高校(对照组)

学校所在地 西部、中部、东部(对照组)

学位类别 医学类、公共服务类、工程类、法律类、教育文化类、商务类(对照组)

就读年限 ２年、３年(对照组)

入学方式 考研、保研(对照组)

本科毕业学校层次 非重点高校、重点高校(对照组)

就业指导 就业指导质量 等级变量

实践条件

实践环节的学分比例

实践基地的条件和资源

实践过程的管理和服务

实践导师的专业水平

实践导师参与指导程度

等级变量

工作特征

工作地点 东部、中部、西部、北上广(对照组)

工作单位性质
高校或科研机构、政府机关、中小学校、医疗卫生机构、其他事业单位、国有企业、

三资企业、私营企业(对照组)

工作岗位性质 教学与科研、技术与研发、管理与服务(对照组)

学用相关度 基本不相关、比较相关、密切相关(对照组)

期望吻合度 不吻合、吻合(对照组)

三、专业硕士的整体就业状况

本研究分别对全日制专业硕士和非全日制专业

硕士的就业状况进行了调查,对全日制专业硕士的

调查主要包括毕业去向、就业满意度、工作地点、工
作单位性质、工作岗位性质、学用相关度和期望吻合

度,对非全日制专业硕士的调查仅涉及下一步工作

打算和学用相关度(见表２).
全日制专业硕士的就业率为７８．１％,若将“就

业、继续求学、出国”三类归为已落实毕业去向,则毕

业生的“落实率”为８２．９％.毕业生对就业结果的满

意度较高,“非常不满意”、“比较不满意”、“一般”、
“比较满意”、“非常满意”所占比例分别为０．６％、

２．４％、２３．３％、５４．４％、１９．３％,若将选择“非常满意”
和“比较满意”视为对就业结果表示满意,则当前有

７３．３％的毕业生对就业结果的满意程度较高.北上

广及东部地区吸纳了近六成毕业生就业,而中部和

西部地区毕业生就业比例不足四成.企业是吸纳专

业硕士就业的主要单位,比例高达６９．８％,其中到国

有企 业 和 私 营 企 业 就 业 的 毕 业 生 最 多,分 别 为

３５．４％和２５．５％.技术与研发类岗位是专业硕士就

业的主要选择,有６０．６％的毕业生从事相关工作.
大部分全日制专业硕士都能做到学有所用,７５．８％
的专业硕士所从事的工作与硕士专业相关.５２．８％
的全日制专业硕士找到了理想中的工作,有近五成的

专业硕士实际从事工作与期望从事工作不相符合.
对非全日制专业硕士而言,７３．２％的毕业生仍

将回到原单位继续工作,换单位和换行业的比例都

不高.非全日制专业硕士接下来所要从事的工作与

硕士专业的相关程度很高,仅有６．７％的毕业生学用

不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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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专业硕士整体就业状况

变量 数量(人) 有效百分比(％)

全日制专业硕士

毕业去向(N＝７２５０)

就业 ５６６２ ７８．１

继续求学(国内) ３０４ ４．２

出国 ４４ ０．６

待业 ６１１ ８．４

其他 ６２９ ８．７

就业满意度(N＝５６０２)

非常满意 １０８０ １９．３

比较满意 ３０４８ ５４．４

一般 １３０５ ２３．３

比较不满意 １３７ ２．４

非常不满意 ３２ ０．６

工作地点(N＝５９０５)

北上广 １９８２ ３３．６

东部 １４５１ ２４．４

中部 １５８９ ２７．０

西部 ８８３ １５．０

工作单位性质(N＝５６０１)

高校或科研机构 ３４５ ６．２

政府机关 ４４４ ７．９

中小学校 １２７ ２．３

医疗卫生机构 ２１７ ２．３

其他事业单位 ３８４ ６．９

国有企业 １９８５ ３５．４

三资企业 ４９６ ８．９

私营企业 １４３０ ２５．５

其他 １７３ ３．１

工作岗位性质(N＝５６０２)

教学与科研 ４６５ ８．３

技术与研发 ３３９３ ６０．６

管理与服务 １３１４ ２３．４

其他 ４３０ ７．７

学用相关度(N＝５５５０)

密切相关 ２２８０ ４１．１

比较相关 ２６３９ ３４．７

基本不相关 ６３１ １１．４

期望吻合度(N＝５６０２)

吻合 ２９５６ ５２．８

不吻合 ２６４６ ４７．２

非全日制专业硕士

下一步就业打算(N＝１６５５)

留在本单位继续工作 １２１１ ７３．２

换到同行业的其他单位工作 ２７６ １６．７

换到另一个行业工作 １６８ １０．２

学用相关度(N＝１６１２)

密切相关 ８０７ ５０．１

比较相关 ６９７ ４３．２

基本不相关 １０８ ６．７

四、专业硕士就业状况的影响因素分析

由于７０％以上的非全日制专业硕士毕业后将

回原单位继续工作,因此,本研究以全日制专业硕士

为研究对象对就业状况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一)专业硕士求职结果的影响因素分析

将已落实就业的毕业生群体和待业的毕业生群

体作为研究对象,从个体特征、教育特征、就业指导

和实践条件四个方面探讨毕业生求职结果的影响因

素.因变量求职结果为二分类变量,因此采用二分

类Logistic回归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统计

检验结果表明,显著性水平达到０．０１,模型总正确率

为９０．４％,表明回归模型结果可信,具有较强的解释

力.根据回归分析结果发现(见表３),毕业生能否

找到工作,受到以下几个方面因素的影响.

１．毕业生的个体特征对求职结果的影响.性别

和求学动机对毕业生的求职结果影响显著.男生找

到工作的几率显著高于女生.这与很多研究的结论

相一致,即女性较男性求职成功的几率更低.[７]而以

“为了更好的职业发展做准备”和“对专业(职业)领
域的兴趣”为目的选择读研的学生,比“受家人和朋

友的影响”而读研的学生,找到工作的几率更高.也

就是说,就读时目的性和导向性明确的毕业生,在就

读期间可能更加关注自身职业能力和综合素质的提

升,学习和求职更有针对性和目的性,因此成功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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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率更高.而是否为少数民族对求职结果没有显

著影响.

２．毕业生的教育特征对求职结果的影响.学校

所在地域、学位类别、就读年限、入学方式和本科毕

业学校层次等变量对毕业生的求职结果影响显著.
具体而言,与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高校的毕业生

就业几率更低,在求职中处于劣势地位,而东部与中

部地区差异不显著.与商务类的毕业生比起来,医
学类、公共服务类和工程类的毕业生找到工作的几

率没有明显差别,但法律类和教育文化类的毕业生

找到工作的概率明显低于商务类的毕业生.就读年

限为２年的毕业生,比就读了３年的毕业生更难就

业.通过考研(全国统考或单独招考)方式攻读硕士

学位的毕业生,跟保研(推免入学)的学生相比成功

就业的概率更低.本科毕业于非重点高校的毕业

生,找到工作的概率显著低于本科毕业于重点高校

的毕业生.这可能与用人单位对初始学历的关注有

关.但硕士阶段就读院校是否为重点高校对毕业生

的就业概率没有显著影响.

３．就业指导质量对求职结果的影响.学校就业

指导服务的质量显著影响了毕业生的求职结果.学

校就业指导服务质量高的毕业生,成功就业的概率

显著高于学校就业指导服务质量低的毕业生,即高

质量的学校就业指导服务能显著提高学生的就业

几率.

４．实践条件对求职结果的影响.对实践条件因

素而言,学校提供的实践教学的平台和条件对毕业

生的求职结果没有显著的影响.
表３　专业硕士求职结果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

因素 解释变量 B值 标准误 显著性水平 Exp(B)

个体特征

性别(对照组:女)

男 ．７３１ ．１０４ ．０００ ２．０７８

民族(对照组:少数民族)

汉族 ．１０８ ．２１４ ．６１５ １．１１４

求学动机(对照组:受家人和朋友的影响)

为更好的职业发展做准备 ．７７９ ．１９９ ．０００ ２．１８０

对专业(职业)领域的兴趣 ．６８２ ．２１５ ．００２ １．９７８

教育特征

学校层次(对照组:重点高校)

非重点高校 －．０７２ ．１６３ ．６５８ ．９３０

学校所在地(对照组:东部)

西部 －．７９２ ．１２８ ．０００ ．４５３
中部 －．１６０ ．１２３ ．１９２ ．８５２

学位类别(对照组:商务类)
医学类 －．１６１ ．２６３ ．５４１ ．８５２

公共服务类 －．３７６ ．２３１ ．１０４ ．６８７

工程类 －．２７３ ．１６２ ．０９１ ．７６１

法律类 －．８８８ ．１９９ ．０００ ．４１１

教育文化类 －１．０２４ ．１６３ ．０００ ．３５９

就读年限(对照组:３年)

２年 －．７０８ ．１０２ ．０００ ．４９３

入学方式(对照组:保研)

考研 －．３８９ ．１５６ ．０１２ ．６７８

本科毕业学校层次(对照组:重点高校)

非重点高校 －．４５７ ．１１７ ．０００ ．６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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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３

因素 解释变量 B值 标准误 显著性水平 Exp(B)

就业指导 就业指导质量 ．１９２ ．０５５ ．０００ １．２１２

实践条件

实践环节的学分比例 ．０２６ ．０８０ ．７４６ １．０２６

实践基地的条件和资源 －．０７３ ．０９９ ．４６５ ．９３０

实践过程的管理和服务 ．００４ ．１０２ ．９７２ １．００４

实践导师的专业水平 ．０１０ ．０９３ ．９１２ １．０１０

实践导师参与指导程度 ．０４８ ．０８９ ．５９２ １．０４９

样本量:７６０４

　　(二)专业硕士就业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由于因变量就业满意度从“非常不满意”到“非
常满意”,共分为五等分,为有序多分类变量,因此采

用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

回归分析.模型似然比检验结果显示,显著性水平

小于０．０１,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度.由于解释变量

较多,对回归模型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发现,解释变

量容差大于０．１,方差膨胀因子(VIF)小于５,表明多

重共线性并不严重,解释变量可引入回归方程.因

此,可认为回归模型的结果可信,具有较强的解释

力.回归分析的结果如下(见表４):

１．个体特征因素对就业满意度的影响.在控制

了其它因素之后,性别、民族和求学动机因素对就业

满意度均无显著影响.

２．教育特征因素对就业满意度的影响.学校层

次、学校所在地、学位类别、就读年限、入学方式和本

科毕业学校层次对就业满意度均有显著影响.非重

点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满意度高于重点高校毕业生.
这可能是因为与重点高校毕业生相比,非重点高校

毕业生的就业期望值相对较低,所以就业满意度较

高.中部地区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满意度显著低于东

部地区高校,而东部和西部地区高校没有显著差异.
与商务类相比,医学类、法律类和教育文化类毕业生

的就业满意度显著偏低,而商务类与公共服务类、工
程类毕业生的就业满意度没有显著差异.对于法

律、教育、体育、应用心理、汉语言国际教育、翻译、新
闻与传播、出版、文物和博物馆、艺术等法律类和教

育文化类专业学位,可选择岗位不多,且薪资水平往

往比不上商务类和工程类等专业,因此不仅就业几

率较低,就业满意度也相对较低.而医学类毕业生

可能需要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才能在较好的医院谋

职,因此就业满意度也较低.就读了２年的毕业生

就业满意度显著低于就读３年的毕业生.考研入学

的毕业生就业满意度显著低于保研的毕业生.本科

毕业于非重点高校的毕业生就业满意度显著低于重

点高校的毕业生.

３．就业指导因素对就业满意度的影响.就业指

导质量对就业满意度的影响显著.学校提供的就业

指导服务质量越高,则毕业生的就业满意度也越高.

４．实践条件因素对就业满意度的影响.在实践

条件因素中,学校在实践教学过程中的管理和服务

水平,以及实践导师的指导参与度对就业满意度的

影响显著.学校在实践教学环节中提供的管理和服

务水平越高,实践导师对专业硕士的指导参与度越

高,则毕业生的就业满意度越高.

５．工作特征因素对就业满意度的影响.工作地

点、工作单位性质、工作岗位性质、学用相关度和期

望吻合度对就业满意度均有显著影响.工作地点在

北上广的毕业生,比工作地在东部、中部和西部的毕

业生就业满意度更高.高校或科研机构、政府机关、
医疗卫生机构、国有企业等大部分体制内的单位以

及薪资水平较高的三资企业的就业满意度显著高于

私营企业,而中小学校和其他事业单位的就业满意

度与私营企业没有显著差异.从事管理与服务岗的

毕业生,就业满意度显著高于从事技术与研发岗的

毕业生,而与从事教学与科研岗的毕业生没有显著

差异.所学专业与从事的工作相关度越高,毕业生

实际就业情况与期望就业情况越吻合,则就业满意

度越高.这反映了学以致用在就业问题上发挥的重

要作用,不仅能使学生在工作中发挥专长,也能够强

化毕业生的价值感和满意感.而找到期望中的工

作,也是提高毕业生就业满意度的重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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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专业硕士就业满意度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

因素 解释变量 B值 标准误 显著性

个体特征

性别(对照组:女)

男 ．０９７ ．０７０ ．１６３

民族(对照组:少数民族)

汉族 ．０１３ ．１４８ ．９３１

求学动机(对照组:受家人和朋友影响)

为更好的职业发展做准备 ．１１４ ．１７６ ．５１７

对专业(职业)领域的兴趣 ．２８４ ．１８７ ．１２８

教育特征

学校层次(对照组:重点高校)

非重点高校 ．２４２ ．１２１ ．０４６

学校所在地(对照组:东部)
西部 ．０４６ ．１０４ ．６５６

中部 －．２１９ ．０８６ ．０１１

学位类别(对照组:商务类)
医学类 －１．０３７ ．２８６ ．０００

公共服务类 －．２８９ ．１６６ ．０８１
工程类 －．０５９ ．１０８ ．５８８

法律类 －．３６６ ．１６１ ．０２３

教育文化类 －．２２３ ．１４７ ．０３１

就读年限(对照组:３年)

２年 －．１４４ ．０７０ ．０３９

入学方式(对照组:保研)

考研 －．２１０ ．０９１ ．０２１

本科毕业学校层次(对照组:重点高校)

非重点高校 －．１７２ ．０７４ ．０２０

就业指导 就业指导质量 ．３４７ ．０４１ ．０００

实践条件

实践环节的学分比例 ．０３８ ．０５７ ．５０３

实践基地的条件和资源 －．０９４ ．０７１ ．１８４

实践过程的管理和服务 ．２８０ ．０７３ ．０００

实践导师的专业水平

实践导师参与指导程度

．０２５
．１０８

．０６７
．０６４

．７０２
．０４２

工作特征

工作地点(对照组:北上广)

东部 －．２１９ ．０８６ ．０１０

中部 －．３５９ ．０９０ ．０００

西部 －．４５７ ．１１４ ．０００

工作单位性质(对照组:私营企业)

高校或科研机构 ．３２８ ．１５５ ．０３４

政府机关 ．６８３ ．１４９ ．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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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４

因素 解释变量 B值 标准误 显著性

工作特征

中小学校 －．２３６ ．２６３ ．３７１
医疗卫生机构 ．６２４ ．２８５ ．０２９
其他事业单位 ．２０９ ．１３８ ．１３２

国有企业 ．２９４ ．０８３ ．０００
三资企业 ．２９３ ．１２０ ．０１５

工作岗位性质(对照组:管理与服务)
教学与科研 －．１６４ ．１６０ ．３０４

技术与研发 －．２６２ ．０９１ ．００４

学用相关程度(对照组:密切相关)

基本不相关 －１．１５１ ．１２０ ．０００

比较相关 －．６４１ ．０６８ ．０００

期望吻合程度(对照组:吻合)
不吻合 －．５９７ ．０６７ ．０００

样本量:４１４５

四、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以２０１６年全国专业硕士毕业生抽样调

查数据为基础,运用描述统计和回归分析方法,对我

国专业硕士的就业状况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得
出以下主要研究结论:

１．专业硕士整体就业状况和就业满意度较好,
但仍有进步空间.在毕业前,有八成左右的全日制

毕业生落实就业,七成左右的毕业生对就业结果表

示满意.东部地区吸纳了近六成毕业生,就业单位

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且七成以上毕业

生能够做到学有所用,但仅一半左右的毕业生找到

了期望中的工作.七成以上的非全日制毕业生仍回

原单位工作,且超过九成的毕业生从事工作与硕士

专业相关.
２．男生,东部地区高校就读,读研目的性和导

向性明确,本科毕业于重点高校,保研入学,就读了

３年,商务类、工程类和公共服务类专业,学校就业

指导质量高的毕业生,成功就业的概率更高.
３．东部地区高校就读,本科毕业于重点高校,

硕士毕业于非重点高校,保研入学,就读了３年,商
务类、工程类和公共服务类专业,学校就业指导水平

高、实践过程管理和服务好、实践导师参与指导程度

高的毕业生,以及北上广地区就业,在高校或科研机

构、政府机关、医疗卫生机构、国有企业和三资企业

工作,从事管理与服务岗,学用相关度和期望吻合度

高的毕业生就业满意度较高.

根据研究结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改进

专业硕士的就业质量:
第一,从政府的角度而言,应切实关注弱势毕业

生群体.政府应给予中西部高校更多的政策和经费

扶持,提高中西部高校人才培养的能力和质量;同时

也要切实关注中西部人才留用和引进问题,从人才

引进政策和工资保障措施等方面提高中西部地区的

就业吸引力,促进人才的良性流动;另外,要重视就

业当中的性别和初始学历歧视问题,出台有利于就

业公平的就业政策,保证就业弱势群体获得公平就

业的机会.
第二,从高校的角度而言,要不断加强实践条件

的完善和就业指导服务体系的建设.专业硕士的培

养目标是为国家提供应用性和实践性的专门人才,
因此在培养过程中要始终以职业发展为导向,为学

生提供更好的实践条件和更有针对性的就业指导,
这也是帮助毕业生成功求职和获得满意工作的重要

举措.但在实际调研中,不少学生反映了实践机会

不足、实践环节的实施缺乏监督、校企结合度不够、
实践过程管理不完善、校外导师实践性不足或双导

师制落实率低(在本次调研中,仅６０．２％的毕业生配

备了校外导师)、与学术型硕士培养区别度不高、就
业指导不足等问题.因此,首先,高校要构建良好的

专业硕士培养管理体系.如建立专业硕士教育中心

或专业学位指导委员会,由专门的部门和负责人来

落实和监督专业硕士培养各环节的活动,尤其是实

践教学的开展和校内外导师的合作指导,并由教育

中心或指导委员会负责对专业硕士的学业成就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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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进而对实践课程的开设和校内外导师的指导

与合作进行监督、反馈和改进.其次,落实双导师

制,完善严格的教师选拔制度.高校要切实落实双

导师制,对校外导师的资质、聘任、比例、课时数、指
导学生的频率、与校内导师的合作等方面都要进行

具体的规定,并由教育中心或指导委员会负责具体

实施和执行;选拔具有实践经验的本校教师参与到

专业硕士的培养中来,鼓励教师积极探索实践教学

的方法,总结实践教学的经验,并通过召开教学研讨

会进行推广.[８]再次,加强校企合作的力度.既可邀

请业界的领军人物和优秀人才加入到专业硕士培养

当中,成为学生的校外导师;也可积极与企业探讨合

作办学的方式与路径,按照企业要求进行定制型培

养,并吸纳企业资源参与培养.这既能为学生提供

良好的实践平台,也能为学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最后,加强就业指导与宣传.在加强与相关企业或

机构合作的基础上,增强与就业市场的互动与交

流,[２]让潜在雇主对本校相关专业的专业硕士培养

有一个相对深入和全面的认知,增加学生被雇佣的

可能性;同时,进一步完善就业信息网络建设,在职

业规划、实习实践、求职技巧等方面给予学生更多的

指导,[１０]帮助学生应对求职中的困惑与困难,增加

就业的成功率与满意度.
第三、从学生个体角度而言,应明确攻读学位的

目的.不盲从,以具备真才实学为攻读学位的首要

目标,培养自身的专业兴趣,在学期间认真夯实自身

专业知识和技能,提升就业竞争力,为未来的职业生

涯发展做好准备.

注释:

① 采用李克特五分量表测量,评价等级从“非常不满意”到
“非常满意”,对应分值为１—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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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thispaper,theauthoranalyzesthedatafromageneralsurveyontheemploymentstatusin１２provincesin２０１６of
theprofessionalmastersgraduatedfrom１７universities．Theanalysisfindsthatapproximatelyeightypercentofthegraduates
weresucceededinemployment,andaroundseventypercentweresatisfiedwiththejobs:Themalepostgraduateshaveahigher
employmentrate,fortheyhadaclearlyorientedpurposeintheirstudies,particularlythosewhochosestudyonbusiness,

engineeringand public service．Those who workininstitutions of higherlearning,researchinstitutes,government
departments,stateＧownedenterprises,orworkinmanagementorservicepositions,orinpositionsthatfitwellwithwhattheir
hadlearnedatschoolorinpositionthattheyexpectedhaveahigherjobsatisfaction．Theanalysisalsofindsthatthequalityof
employmentguidanceprovidedbyuniversities,themanagementandservicelevelsinpracticaleducationprocess,andhowdeep
thesupervisorsjoinedinemploymentguidanceplayanimportantroleininfluencingthejobsatisfactionofthepostgradu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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