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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硕士研究生是高等教育体系中衔接本科教育与博士教育的一环,其毕业去向影响着高等教育和经济

社会的发展。通过对2014-2018年教育部直属高校就业质量年度报告中硕士就业数据分析发现:硕士生就

业率较高,深造率较低;硕士生偏好的就业单位依次为企业、事业单位、学术性单位;对硕士生就业吸引力强

的地区依次为学校属地、北上广、东部和中西部地区。自2014至2018年,直属高校硕士生毕业后“升学”趋向

明显,从“稳定型”“学术型”单位流向“市场型”“非学术型”单位的趋势明显,从“中心”出走的趋势显现。为此,

要进一步完善多样化的硕士生培养体系,注重对硕士生的就业取向进行引导,尽可能使其就业区域分布相对

均衡。

关键词:硕士研究生;直属高校;就业去向;就业趋势

中图分类号:G643    文献标识码:A

  研究生教育作为高等教育一部分,对我国高等

教育的发展和经济社会的进步有着重要作用。随着

我国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

增长尤其迅速,2014-2018年硕士研究生毕业人数

达255万。大量硕士研究生涌入劳动力市场,其就

业问题逐渐浮现。同时,我国开启了改革开放历

史新时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升级产业结构成为

经济的主题。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变动必然会对硕

士生就业产生深刻影响并提出新的要求。同时,
作为高等教育体系中衔接本科教育与博士教育的

一环,硕士研究生毕业去向甚至影响着整个高等

教育体系职能的发挥。本研究基于2014-2018
年教育部直属高校就业质量年度报告中硕士研究

生的就业数据,分析我国硕士研究生就业去向状

况和趋势,进而探讨如何优化硕士研究生的培养

及提升就业质量。

一、直属高校硕士研究生

毕业去向整体状况分析

基于2014-2018年教育部直属高校就业质量

报告中硕士研究生的就业数据,从就业率和深造率

进行分析,通过就业率来体现硕士整体的就业情况,
通过深造率来体现硕士就业的整体结构,从而由这

两个指标来呈现硕士生毕业去向的整体状态。
(一)直属高校硕士研究生就业率分析

根据教育部相关规定,签订就业协定、签订劳动

合同、定向生、灵活就业、升学、出国出境、国家地方

项目就业都在就业的概念里,因此本文的就业率为

就业人数与毕业总人数之比。图1对比了2014-
2018年部分直属高校硕士毕业生就业率,以2014
年就业率为依据自左向右为降序。从图1可以发现

直属高校硕士毕业生就业率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硕士毕业生就业率整体保持较高的态势。



36所直属院校5年平均就业率为96.89%,所有高校

的硕士生就业率都超过了86%,2017年中央音乐学

院硕士就业率最高,为100%,2014年华中师范大学

硕士就业率最低,为86.21%。2018届中,就业率超

过98%就有17所高校,可见硕士生就业率情况良好。
第二,高校硕士就业率越低,就业率波动就越

大。从图1可直观看到,分布在左侧即就业率较高

的院校,在这5年的就业率波动变化很小,如北京交

通大学硕士毕业生在2014-2018年的就业率分别

是99.4%、99.29%、99.02%、99.46%、99.64%;而
相对靠右的即就业率较低的院校,在这5年的就业

率波动变化则比较大,如南京农业大学硕士毕业生

在 2014-2018 年 的 就 业 率 分 别 是 91.99%、

91.67%、90.32%、94.97%、96.3%。
第三,毕业生就业率与高校类型紧密关联。一

般财经类、理工类大学毕业生与社会经济需要结合

紧密,就 业 率 较 高,如2018届 的 中 央 财 经 大 学

(99.23%)、西安交通大学(99.76%)、北京交通大学

(99.64%)。师范类、农林类大学就业率相对较低,
如2018届的华中师范大学(91.48%)、南京农业大

学(96.3%)。结合这两个特点可以推测师范类、农
林类院校硕士毕业生就业率受就业市场行业变化的

影响较大,而市场对财经类、理工类院校的硕士生需

要相对稳定。

图1 2014-2018年部分高校硕士毕业生就业率变化

图2 2014-2018年部分高校硕士毕业生深造率变化

注:部分直属院校的硕士生就业数据未单独列出,故未展示。

  (二)直属高校硕士研究生深造率分析

深造率可反映硕士研究生继续学术道路的情

况,从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硕士生选择工作就业的情

况,体现了硕士生整体的就业结构。国内升学和出

国出境学习等都属于毕业生进行深造学习,因此本

文中的深造率为国内升学人数与出国出境升学人数

之和与毕业总人数之比。图2对比了2014-2018
年部分直属高校硕士毕业生深造率,以2014年深造

率为依据自左向右为降序,可发现直属高校硕士毕

业生深造率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各高校平均深造率较低,校际之间差距较

大,年度波动范围较小。36所高校5年的平均深造

率为8%,2016届中央财经大学硕士毕业生的深造

率最低,为1.87%;2018届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硕士

毕业生深造率最高,为21.26%,约为前者的11倍。

5年内整体深造率波动范围不是很大,大都控制在

5%以内,深造率波动较大的有中央音乐学院(2014
届4.05%,2015届10.97%)、吉林大学(2014届

3.19%,2018届7.64%)等院校。从深造率可以推

测,直属高校硕士毕业生工作就业率较高,绝大部分

硕士生选择直接工作。
其次,学校类型以及学科差异与硕士毕业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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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造率紧密相关。农林类和医学类大学的深造率相

对较高,如2018届的南京农业大学(16.27%)、中国

农业大学(13.97%)、北京中医药大学(21.26%)。
可见农林类、医学类高校硕士专业注重基础性和学

术性,需要进一步深造学习才能获得更大的教育回

收率。财经类、师范类大学的深造率相对较低,如

2018届的中央财经大学(2.69%)、西南财经大学

(2.64%)、华东师范大学(4.99%)、华中师范大学

(6.39%)。财经类、师范类专业学习针对性强,实践

性强,与社会经济发展紧密结合,有更多的硕士毕业

生选择直接工作,因此深造率较低。

二、直属高校硕士研究生就业单位性质分析

就业单位性质分布可一定程度上体现硕士毕业

生的就业选择。表1~3展示了2014、2016、2018年

部分代表性高校硕士毕业生的就业单位性质分布,
包括国有企业、民营及三资企业、科研设计单位、高
等教育单位、党政机关和其他事业单位这些主要的、
具有代表性的就业单位数据,分析发现直属高校硕

士研究生就业单位具有以下特点:

表1 2014年部分高校硕士研究生就业单位性质分布

学校/就业单位 国有企业(%)
民营及三资

企业(%)
科研设计

单位(%)
高等教育

单位(%)
党政机关(%)

其他事业

单位(%)

北京大学(本部) 34.86 40.13 3.21 4.11 8.69 8.51

清华大学 44.7 27 9.6 2.4 10.2 6

北京师范大学 16.62 11.08 1.64 14.75 15.32 37.6

山东大学 23.95 23.95 1.78 5.22 6.2 26.17

上海交通大学 25.19 49.94 2.94 1.74 2.11 18.08

浙江大学 23.09 48.35 3.13 3.3 3.62 18.51

南京大学 24.35 43.17 3.26 4.21 5.73 18.75

华中科技大学 24.1 45.08 7.07 3.74 3.27 16.74

西安交通大学 28.16 39.07 8.63 3.75 1.97 18.42

表2 2016年部分高校硕士研究生就业单位性质分布

学校/就业单位 国有企业(%)
民营及三资

企业(%)
科研设计

单位(%)
高等教育

单位(%)
党政机关(%)

其他事业

单位(%)

北京大学(本部) 40.83 25.07 3.12 3.22 17.07 10.64

清华大学 41.2 32.4 6.6 2.3 11.7 5.7

北京师范大学 15.18 14.28 1.96 8.09 14.73 45.45

山东大学 26.89 23.43 2.17 5.11 9.07 20.77

上海交通大学 24.51 52.86 2.91 1.04 1.73 16.94

浙江大学 21.46 55.14 1.62 2.39 3.32 15.96

南京大学 28.98 40.99 2.44 3.71 9.25 12.25

华中科技大学 27.75 43.99 4.63 2.72 4.92 10.93

西安交通大学 34.49 38.85 6.23 3.62 1.58 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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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2018年部分高校硕士研究生就业单位性质分布

学校/就业单位 国有企业(%)
民营及三资

企业(%)
科研设计

单位(%)
高等教育

单位(%)
党政机关(%)

其他事业

单位(%)

北京大学(本部) 34.13 26.95 1.9 3.38 22.45 9.04

清华大学 32.8 41.7 3.9 1.6 13 6.5

北京师范大学 15.79 14.81 1.03 7.05 18.06 42.83

山东大学 26.93 37.45 2.01 3.94 11.97 16.78

上海交通大学 22.44 52.17 1.41 1.63 3.78 14.5

浙江大学 17.63 61.23 1.37 2.14 7.63 9.95

南京大学 29.43 42.64 2.34 2.28 9.82 3.79

华中科技大学 22.67 52.23 3.6 2.48 6.57 11.94

西安交通大学 29.74 46.55 7.68 2.62 4.95 6.74

  注:由于篇幅限制,在此仅展示2014、2016、2018年九所具有代表性的高校硕士研究生就业单位性质分布。

  首先,硕士研究生的主要就业单位为企业,其次

是事业单位,最后是学术性单位。纵观五年数据,除
师范类高校外,大部分高校的硕士生在企业的就业

比例超过了60%,以2018届为例,东华大学硕士在

企业的就业比例最多,为89.07%。直属高校硕士

生在国有企业比例也比较高,大部分超过了20%,
如2014-2018年北京大学硕士生在国有企业的就

业比例分别是34.86%、39.29%、40.83%、35.93%、

34.13%,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其中,值得注意

的是硕士研究生在学术性单位(包括科研设计单位

和高等教育单位)就业的比例并不高。2018年大部

分院校硕士毕业生在学术性单位就业比例低于

7%,比例最高的是西安交通大学(10.3%),比例最

低的是上海交通大学(3.04%),大部分硕士研究生

流向了非学术性市场。已有研究表明,2012年,我
国毕业研究生有486,455人,到普通高校就业的有

40,293人,只占8.3%(其中硕士24,404人,占硕士

毕业生的5.7%;博士15,889人,占博士毕业生的

29.9%)[1];2009年至2012年,劳动力市场中从事

非科研工作的研究生从113.26万人上涨至277.88
万人,增长164.62万人。[2]这些结论与本研究的结

论一致,从而表明硕士研究生的就业以非学术岗位

和单位为主。
其次,不同学科类型的高校的毕业生就业单位

性质具有显著差异。在公布详细数据的30所高校

中,8所高校硕士生在国有企业就业比例超过了

30%,财经类大学以及部分高水平综合型大学在国

有企业就业的比例比较高,以2018届为例,如中央

财经大学(62.73%)、北京大学(34.13%)、天津大学

(35.88%)、清华大学(32.8%);有7所高校在民营

企业和三资企业的比例超过了50%,理工类以及部

分高水平综合型大学在民营及三资企业工作比例较

高,如东华大学(62.44%)、上海交通大学(52.17%)、
浙江大学(61.23%)、复旦大学(55.03%)等。师范

类、财经类、政法类和部分综合型大学在事业单位的

就业 比 例 较 高,如 2018 届 的 北 京 师 范 大 学

(60.89%)、中国政法大学(36.17%)、北京 大 学

(31.49%)。师范类院校硕士研究生主要流向了

事业单位中的中初教育单位,政法类和部分综合

型大学硕士生主要流向事业单位中的党政机关。
最后,不同高校硕士毕业生的就业单位分布与

学校属地具有关联。硕士生在国有企业就业比例高

的高校和在民营企业和三资企业就业比例高的高校

在地域上有明显的聚集效应。院校地处北京、天津

等地的高校硕士生在国有企业就业比例较高,如
2018届清华大学(32.8%)、天津大学(35.88%);地
处上海、浙江、江苏等地的高校硕士生在民营企业、
三资企业的就业比例较高,如2018届上海交通大学

(52.17%)、浙江大学(61.23%)、南京大学(42.64%)。
华北地区的国有企业占主体地位,而东部沿海发达

地区的民营经济活跃,不同地区经济状况影响了高

校硕士生的就业选择。地处京津地区高校硕士生在

党政机关就业比例相较于其他地区比较高,如2018
届北京大学(22.45%)、北京师范大学(18.06%)。

三、直属高校硕士研究生就业地域分析

直属高校硕士毕业生就业地域分布体现了我国

硕士生在地域上的就业取向,以及硕士劳动力与地

区直接的互动关系。表4~6展示了2014、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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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部分代表性高校硕士毕业生的就业地域分

布,研究选取了学校属地、北上广和东、中、西部等其

他地区这些就业地域维度进行分析,发现直属高校

硕士研究生就业地域去向具有以下特点:
表4 2014年部分高校硕士研究生就业地域分布

学校/就业地域 学校属地(%) 北京(%)上海(%)广东(%)其他地区(%)(不包括学校属地和北上广地区的数据)

北京大学(本部) 56.66 56.66 8.89 11.57 东部12.15;中部4.08;西部6.65

清华大学 52.5 52.5 8.5 13.5 26.1

天津大学 - - - - 东部85.56;中部9.27;西部5.17

上海交通大学 72.67 2.95 72.67 3.09 江苏4.38;浙江4.45;山东2.48;四川1.80

浙江大学 54.97 4.77 15.3 4.69 江苏4.91;山东2.94;四川1.78

山东大学 63.62 5.96 1.87 2.82 东部14.93;中部6.2;西部4.52

中山大学 75.68 - - 75.68 24.32

四川大学 50 3.23 2.33 8.43 东部7.67;中部5.2;西部10.1

西安交通大学 41.4 5.49 6.75 11.32 东部16.55;中部9.02;西部7.61;东北1.86

表5 2016年部分高校硕士研究生就业地域分布

学校/就业地域 学校属地(%) 北京(%)上海(%)广东(%) 其他地区(%)

北京大学(本部) 46.93 46.93 6.49 20.98
华北7.17;华东9.95;西北1.37;

西南3.71;中南2.68;东北0.73
清华大学 47.7 47.7 12.3 14.7 浙江4.8;江苏4.0;四川3.3;其他地区13.2

天津大学 40.15 17.78 5.06 6.25
华东13.14;华北7.11;华中3.88;东北2.4;

西南2.72;西北1.22;华南0.29

上海交通大学 72.23 2.14 72.23 3.45 东部17.11;中部2.91;西部2.16

浙江大学 56.51 4.57 16.55 5.5 江苏4.14;山东1.39;湖北1.47

山东大学 61.81 7.25 2.49 2.44 东部14.59;中部5.93;西部4.05

中山大学 77.69 3.27 2.81 77.69 西部4.68;其他11.57

四川大学 47.76 3.7 2.82 7.5 东部8.81;中部6.58;西部9.37

西安交通大学 38.86 6.87 8.88 11.09 东部43.78;中部9.22;西部6.79

表6 2018年部分高校硕士研究生就业地域分布

学校/就业地域 学校属地(%) 北京(%)上海(%)广东(%) 其他地区(%)

北京大学(本部) 38.99 38.99 6.55 25.25
华北8.14;华东11.52;西北1.53;西南3.91;

华中3.12;东北0.48;华南0.53
清华大学 39.9 39.9 13.8 20.3 浙江7.1;江苏2.1;四川3.0;天津2.2;其他地区11.6

天津大学 33.82 20.02 6.28 7.52
华东14.22;华北7.14;华中3.95;西南2.71;

西北1.85;东北2.07;华南0.35
上海交通大学 71.78 1.95 71.78 5.84 东部16;西部3;中部3

浙江大学 56.96 5.46 13.43 7.63 江苏3.76;山东1.08;四川1.31

山东大学 49.44 11.47 6.6 4.95 东部16.35;中部6.01;西部4.03;东北1.15

中山大学 75.9 3.09 2.52 75.9 西部6.11;其他12.37

四川大学 53.5 4.9 3.51 9.05 东部10.37;中部7.21;西部11.12

西安交通大学 37.15 7.27 7.38 13.6 东部18.19;中部8.13;西部7.38;东北0.9

  注:由于篇幅限制,在此仅展示2014、2016、2018年九所具有代表性的高校硕士研究生就业地域分布。“—”表示该校未公布具体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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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学校属地对高校硕士研究生就业吸引力

最大,但不同学校属地对其高校的就业吸引力有一

定差距。具体而言,高校硕士生更倾向于留在学校

所在省市就业,绝大多数高校的比例超过了30%。
其中,上海市和广东省对其境内高校硕士生的吸收和

保 持 能 力 最 强,如 2018 届 的 上 海 交 通 大 学

(71.78%)、东华大学(78.58%)、中山大学(75.9%);
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对其属地高校硕士生就业吸引

力相 对 较 弱,如 2018 届 的 中 南 财 经 政 法 大 学

(38.57%)、武汉理工大学(39.84%)、西安交通大学

(37.15%)。
其次,北上广地区对高校硕士研究生的就业吸

引力很大。大部分高校硕士毕业生在北上广地区的

就业人数占较高比例,如2018届天津大学在北上广

地区的就业比例为33.82%,浙江大学为26.52%,
四川大学为17.46%。但这三个地区对不同地区的

硕士毕业生吸引力有差异。根据数据显示,对于华

北地区高校硕士生,吸引力从高到低的地区分别是

北京、广东和上海;对于华东地区的高校硕士生,吸
引力从高到低的地区分别是上海、广东和北京;对于

华中、华南地区的高校硕士生,吸引力从高到低的地

区分别是广东、上海和北京。由此可见,广东省对省

域内外高校硕士生都有着强大的就业吸引力,说明

其拥有更丰富的就业机会和更优异的工作条件。
再次,东部地区对硕士毕业生就业吸引力比较

大,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就业吸引力基本相当。东

部地区对其他省域毕业的硕士生有着较强就业吸引

力,西部地区对其他省域毕业的硕士生的就业吸引

力略高于中部地区,特别是北京高校的硕士生更多

地选择西部地区而非中部地区,这可能由于高校鼓

励学生在西部工作做贡献,同时也有国家层面和地

区层面的人才项目吸引着硕士生投身西部地区。

四、直属高校硕士研究生毕业去向趋势分析

从对直属高校硕士研究生5年就业整体概况、
就业单位性质分布和就业地域分布的分析中,可以

发现硕士研究生毕业去向有从“工作”走向“升学”,
从“稳定型”“学术型”单位流向“市场型”“非学术型”
单位和从“中心”出走的三大趋势。

(一)“升学”趋向明显

在对直属高校硕士研究生深造率的分析中,可
以看到大部分硕士研究生在毕业后选择直接就业,

选择升学深造的比例并不大,且每年的波动范围也

比较小。但在这种小波动中,硕士生深造率整体呈

现稳中有升的趋势,越来越多的硕士研究生放弃工

作,选择继续深造求学之路。
在统计的36所直属高校中,有24所高校的2018

届的硕士生深造率相较于2014届有所增长,中央音

乐学院(增长6.41%)、吉林大学(增长4.45%)、中山

大学(增长4.4%)和兰州大学(增长4.06%)的硕士

深造率在5年中增长较多;深造率一直名列前茅的

上海交通大学,其5年的深造率分别是15.54%、

14.9%、16.92%、15.95%、17.16%;深造率相对在

低位线徘徊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5年的深造率分

别是2.8%、2.9%、3.31%、4.73%、5.5%,两者皆

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其他深造率有所下降的高校变

化幅度并不大,在五年中波动很小。硕士研究生从

“工作”走向“升学”,受高等教育规模、产业结构、劳
动力市场和个人选择等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这一

趋势逐渐显现。
(二)从“稳定型”“学术型”单位流向“市场型”

“非学术型”单位

在对直属高校硕士研究生就业单位性质的分析

中,可以看到5年中硕士生有从“稳定型”“学术性”
单位流向“市场型”“非学术性”单位的趋势,即硕士

生有从科研设计单位和高等教育单位流向企业和事

业单位,从国有企业流向民营企业和三资企业的

趋势。
根据上述表格中的数据显示,直属高校硕士研

究生整体上在科研设计单位和高等教育单位的就业

比例下降,而在企业和事业单位就业比例有所上升。
部分高校硕士生主要从学术性单位和事业单位流向

了企业,如山东大学(增加16.48%)、中南大学(增
加14.77%)、西安交通大学(增加9.06%)5年中硕

士生在企业就业比例增长较多;部分高校硕士研究

生从学术性单位和企业流向了事业单位,如北京大

学(增加14.29%)、复旦大学(增加11.87%)、北京

师范大学(增加7.97%)5年中硕士生在事业单位就

业 比 例 增 长 较 多。中 南 财 经 政 法 大 学 (增 加

15.97%)、清华大学(增加14.7%)、浙江大学(增加

12.88%)等高校硕士毕业生在民营企业和三资企业

就业比例增长较多。虽然还有小部分比例的硕士研

究生选择在稳定的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就业,但越来

越多的硕士生到非学术性劳动力市场,到受市场影

响更大的民营企业、三资企业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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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中心”出走的趋势显现

在对直属高校硕士研究生就业地域分布的分析

中,可以看到2014-2018年硕士研究生在政治中

心、经济中心的就业比例整体有下降的态势,呈现从

“中心”出走的趋势。我国政治中心、经济中心一直

以来以丰富的教育资源和就业机会,优良的就业质

量和生活条件吸引了大量高素质人才,近年来这种

情况有所逆转。
其中最明显的就是首都北京,5年来对京内外

高校硕士生的就业吸引力逐渐下降,在北京的高校

中,除了财经类和政法类大学硕士在北京市就业比

例有所增长外,部分高水平综合型大学硕士在北京

就业比例明显下降,如北京大学(下降17.67%)、清
华大 学 (下 降 12.6%),北 京 师 范 大 学 (下 降

4.04%);部分京外高校硕士生在北京的就业比例也

有些许下降,如中南大学(下降2.11%)、上海财经

大学(下降1.31%)、上海交通大学(下降1%)。上海

对部分高校硕士生的就业吸引力也有些许下降,如北

京大学(下降2.34%)、浙江大学(下降1.87%)。从

“中心”出走的硕士生流向了哪里? 从数据可以看

出,更多硕士生流向了东部地区,其中尤以广东省为

甚,此外也流向中西部亟待发展的地区。

五、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直属高校硕士毕业生就业去向状况及其

趋势的分析,我们发现硕士生就业率较高,深造率较

低,且与高校类型紧密相关;硕士生主要就业单位为

企业,其次是事业单位,最后是学术性单位,且与高

校类型、学校属地紧密相关;对硕士生就业吸引力最

强的地区依次是学校属地、北上广地区、东部地区和

中西部地区,其中广东省具有很强的就业吸引力。
在2014-2018年期间,直属高校硕士研究生就业呈

现从“工作”走向“升学”,从“稳定型”“学术型”单位

流向“市场型”“非学术型”单位和从“中心”出走的三

大趋势。基于以上分析,需要从建立多样化的硕士

研究生培养体系、加强就业单位分布的引导和引导

就业区域相对均衡等方面来促进硕士研究生合理就

业,提升研究生就业质量。
(一)建立多样化的硕士研究生培养体系

我国建国初期将研究生教育定位于培养高校师

资和科研人才,培养的是学术型硕士生,主要为博士

生教育作准备。从当前的数据可以看出,只有小部

分硕士生才能进入博士队伍中。所以,高校急需重

新定位硕士研究生培养目标,将学术型硕士与专业

型硕士分类培养,优化不同类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机

制;同时,在现有分类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细分培

养,使研究生教育人才培养与多样化的人才市场结

构相匹配。
通过数据可发现,直属高校硕士研究生深造率

低,主要在非学术性劳动力市场就业,从事非学术工

作。在研究生的培养中,我国当前主要将硕士研究

生分为两类,即一类是以学术研究能力为主的学术

型硕士,另一类是注重专业的实践开发能力和应用

能力的专业型硕士。然而,目前硕士生培养还是以

学术型为主,学生的培养及评价等仍以科研学术成

果为主要依据;专业型硕士规模虽然在不断扩大,但
应用型专业学位硕士在课程设置、评价方式、师资队

伍等方面与学术型硕士差异不大,因此培养质量不

高。从而一方面,我们要在现有的分类基础上,更紧

密地结合硕士研究生实际就业去向对培养定位进一

步细分。美国研究生院理事会将硕士学位分为经典

型、应用型、专业型、混合型四种更细致的类型,我国

可参考其分类方式,结合实际将硕士学位进一步细

分,以应对未来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和硕士生多元

个性化的培养需求。[3]另一方面,要基于不同的培养

目标定位,建立不同的培养机制,在培养课程设置、
导师指导制度以及学位授予标准等方面进行相应的

调整,形成多样化的硕士研究生培养体系。
所以,高校要加快探索研究生的分类培养机制,

构建多样化的培养体系,使对学生的培养与实际就

业岗位要求更为匹配。
(二)注重就业单位分布的引导

人力资本在拉动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从而,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应该充分发挥硕士

研究生人力资本的作用。数据显示,大部分硕士研

究生更倾向于在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就业。因此,
要加强硕士研究生就业单位分布的引导。

一方面,引导硕士生到民营企业工作。民营经

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民营高科

技企业逐渐成为国家科技创新主体之一,为我国创

新发展注入强大源泉。有调查显示,81%的企业希

望引进硕士学历的科技人才,民营企业拥有副高及

以上职称的人才比例低至8%,表明民营企业对中

高层次科技人才的需求。[4]因此,引导硕士生到民营

企业就业,既可缓解硕士生就业压力,又促进民营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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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企业的发展,对于我国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具有

重要意义。从而,政府应当扶持民营企业,完善保障

体系;企业要健全体制机制,增强自身吸引力;高校要

加强引导教育,培养硕士研究生正确的就业观,增强

他们就业选择的多元化;媒体加强舆论引导,营造鼓

励和支持硕士研究生到中小民企就业的氛围。[5]

另一方面,鼓励和引导硕士研究生进行创业。
鼓励和引导硕士研究生创业有助于挖掘新的经济增

长点,实现以创业带动就业。这需要高校、政府协同

合力来推进硕士研究生创业。已有调查显示,还有

相当一部分大学生几乎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创业教

育,创业能力和质量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6]因此,
高校要加强硕士研究生的创新创业教育,以创新创

业精神为核心,制定科学系统培养计划,以问题为导

向,构建创业教育效果评价指标体系。[7]政府要加大

对硕士生创业的扶持力度,制定操作性强的创业政

策,增加创业资金投入,构建多元政策支持保障体

系,打造以政府为主导,高校、企业共同参与的创业

平台,完善集创业项目立项、资金贷款、信息服务、成
果转让为一体的创业平台,形成健康高效的创业环

境,让有志于创业的硕士研究生顺利创业成功。[8]

(三)引导就业区域分布相对均衡

区域均衡发展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硕士研究

生在就业区域分布上相对均衡。数据显示直属高校

硕士毕业生主要流向了一二线大城市和东部沿海发

达地区,人才分布不均衡会进一步加重我国区域发

展不均衡。虽然从数据可以看出,硕士生有走出“中
心”,流向中西部的趋向,但是比例仍然是很小的。
因此要引导硕士研究生就业区域分布的相对均衡,
实现我国区域均衡发展。

一方面,构建硕士生就业区域协同引导机制。
解决硕士研究生就业区域分布不均衡的问题,需要

政府、高校、学生各主体协同引导硕士生就业流

向。[9]政府要从宏观层面进行协调规划,根据区域发

展和硕士就业区域特点制定相应的人才计划和就业

项目,引导硕士生到中西部等地区就业;完善社会保

障制度,建立覆盖所有硕士生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

户籍政策,保障硕士生在不同区域之间自由流动,推
动形成统一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加强立法,规范劳动

力市场的运行,保障硕士研究生的就业公平和就业

质量。高校要与政府合作,构建就业服务信息平台,
加强价值观教育和就业教育,引导硕士生均衡就业。
硕士研究生也应转变观念,树立正确就业观,增强责

任感,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就业。
另一方面,引导硕士研究生到“一带一路”节点

城市就业。十九大报告指出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

点,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
这有助于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产业升级和经

济发展,从而需要吸纳硕士生到“一带一路”节点城

市就业。这既有利于产业升级,也可以缓解硕士生

就业难问题。有研究表明,对外投资通过数量效应

和结构效应影响“一带一路”母国和东道国的就业,
就业“双赢”在理论上是可能的,需要中国进一步加

强与沿线国家的双向经贸合作,优化合作方式,提升

就业效应。[10]从而,这需要国家进行战略统筹,同
时,地方政府也应做好相应的社会保障措施,推进流

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维护在节点城市就业

的硕士生的社会保障权益。[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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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ConnotationsandDevelopmentPathforWorld-ClassUniversitiesinChina

YUANGuanglin

(CriminalInvestigationPoliceUniversityofChina,Shenyang110035)

Abstract:Noworld-classuniversityinanycountryiswithoutitsownnationalbrandandtheyallshowcaseindividualityand
characteristicsdifferentlyfromothercountries.Theworld-classuniversitiesinChinamusthavetheirrootinthehistoricaland
culturaltraditions,politicalsystemandactualnationalconditionsofChina.Throughprofoundexploration,deepperception,

creativetransformationandinnovativedevelopmentofthetraditionalChineseeducationandthesci-techideologicalculture,we
canshapetheuniquecharacter,moralsandconnotationsoftheworld-classuniversitiesinChinawhenwearepushingforward
thegreatrejuvenationoftheChinesenation.Onlyinthiswaycanwegainuniversalrespectandrecognitionfromthe
internationalcommunitywhilewearemakinggreatcontributionstothebuildingofaglobalcommunitywithasharedfuturefor
mankind.
Keywords:world-classuniversity;Chinesecharacteristics;culturaltra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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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udyonFutureCareerDevelopmentandtheTrendthereofofPostgraduatesinChina:

Basedonanalysisofdatafrom2014to2018atuniversitiesdirectlyundertheMinistryofEducation

YANGYuan,WANGYingting

(SchoolofEducation,TianjinUniversity,Tianjin300350)

Abstract:Thepostgraduateeducationistheintermediatelinkbetweenundergraduateeducationanddoctoraleducationinthe
highereducationsystem,andthecareerdevelopmentofpostgraduatesaftergraduationinfluencesthedevelopmentofhigher
educationaswellastheeconomicandsocialdevelopment.Basedontheanalysisofthemasters'employmentdatainthe2014-
2018annualreportsontheemploymentqualityoftheuniversitiesdirectlyundertheMinistryofEducation,thisstudyfinds
that:theemploymentrateofthemastersisrelativelyhighandtheproportionofthemtopursuefurthereducationisrelatively
low;thepreferredemploymentdestinationsareenterprises,publicinstitutionsandacademicinstitutionsintheorder;the
regionswithstrongemploymentattractionaresuccessivelythelocalitiesoftheuniversities,Beijing,Shanghai,Guangzhou,the
easternregion,andthencentralandwesternregions.Duringtheperiodfrom2014to2018,itwasobviousthatmoremasters
fromtheuniversitiesdirectedundertheMinistryofEducationwouldliketopursuefurtherstudy.Inaddition,theywouldlike
tomovefromstable,academicunitstomarket-orientedandnon-academicunits,leavingtheso-calledcentralareaofChina.
Therefore,itisnecessarytoestablishadiversifiedpostgraduatetrainingsystem,strengthentheguidancetothemasterswhen
theychoosecareersandstepupeffortstomaketheiremploymentdistributionrelativelyequilibriuminChina.
Keywords:postgraduate;universitiesdirectly underthe MinistryofEducation;careerdevelopmentaftergraduation;

employmenttr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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