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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至5月底我省大学毕业生仅30%就业
比去年同期下降3 . 34%

本报济南6月17日讯(记者
尹明亮) 根据山东高校毕业生
就业信息网的统计数据，截至5
月 底 ，全 省 总 体 就 业 率 约 为
30 . 04%，比去年同期下降了3 . 34
个百分点。

公开数据显示，到5月底，共
有1 . 13万家用人单位发布招聘
信息，需求总人数21 . 83万人。从
就业特点看，其中制造业需求量

下降，服务业等需求量有所增
加，制造业企业发布需求共计
4 . 65万人，比上年同期减少了
1 . 8 6 万 人 ，减 少 比 例 高 达
28 . 56%。同时，居民服务和其他
服务业、批发零售业、建筑业、交
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需求量
却比上年同期明显增加。数据显
示，销售/公关类职位共发布专
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需求2 . 61

万人，比上年同期增加了0 . 61万
人，房地产/建筑施工类职位的
需求人数共1 . 67万人，比上年同
期增加0 . 2万人。

从招聘企业对毕业生学历
的要求来看，要求最低为专科
(高职)的岗位占据企业所提供所
有岗位的一半多，总需求量为
12 . 08万人。而要求研究生以上
学历的岗位只有0 . 52万个。到5

月底，全省共有14 . 39万毕业生
确定了就业岗位，总体就业率约
为30 . 04%，就业率比4月份增加
了19 . 08个百分点，但比去年同
期下降了3 . 34个百分点。

在目前的高校就业情况中，
理工科类专业的毕业生总体就
业率较高，从毕业生求职意愿方
面看，由于行业收入总体较高的
现状，金融行业的各类招考依然

备受毕业生青睐。
记者了解到，五六月份通

常为毕业生签约高峰期，就业
率的变动也较大，另外随着全
省各地的教师招考工作陆续开
始，师范类学校毕业生的就业
率也将有较大幅度的上升。总
体来说，进入7月份后，毕业生
就业人数增幅较小，就业率也
将趋于稳定。

定向性强专业最好找工作
本报记者调查济青8所高校发现，机械等工科专业仍是就业“大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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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就业难今年有

多难？难在哪里？近日本报

记者在济、青两地调查山东

大学、山东师范大学、中国

石油大学等8所高校就业情

况发现，就业难的确有其客

观原因，但也有不少主观因

素，学校做好教学改革并适

应了市场需求，学生改变了

择业思路，就业形势也就可

以整体好很多。

在受访的8所高校就业负
责人看来，一些基础学科，如物
理、数学和文科类专业，如汉语
言文学等专业，就业相对缓慢。

是“无业可就”还是“有业
不就”？

“就业去向选择较多的专
业，选择多了，未必是好事。”褚
庆成分析，数学、中文等基础学
科研究型专业，培养口径宽，毕
业生的出口选择很多。像中文，
可当老师，可去企业做行政管
理、文秘，也可做游戏架构师
等，因此找工作时就显得犹豫。

朱德建也用该校两个专业
不同签约率情况来解释这一现
象：今年该校哲社专业本科生
签约率不错，大约已接近70%。
反而经管专业本科生选择余地
大，对就业层次期望较高，还在
观望，比去年同期缓慢，目前签
约60%。

“过去都盯着公检法公务
员，如今签到律所也没什么不
好。”朱德建又以该校法学专业
举例说，什么叫提高就业质量？
其实学生找到适合自己的岗
位，从事能实现个人价值的工
作，就是高质量就业，“大学生
毕业后从事什么工作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所从事的工作是不
是适合你”。

“今年我们学校学生对去
基层、西部或中小企业工作，有
了不一样的看法。”中国海洋大
学就业指导中心陈老师坦言，
今年就业形势不容乐观，但“有
业不就”的现象依旧存在。学校
除了给学生挖掘更多的就业岗
位，更注重为学生做就业指导
和引导。“让学生认清形势，合
理定位，避免眼高手低，以扎实
的心态来走向社会。”陈老师
说，今年学校有几十名学生选
择了大学生村官，这也能和国
家与社会发展需求紧密结合。

另外，朱德建认为，省内高
校大学生很务实、厚重、朴素，
优点很多但创业意识不强，“国
家一直在吹冲锋号，但学生就
是按兵不动”。“国家创业政策
非常优惠，有能力、有想法的毕
业生完全可以尝试自主创业，
这样会减轻不少压力。”朱德建
说。

格专家观点

有业不就

亟需转变

6月来临，大学生离校时间
已不到1个月。校园招聘也进入
尾声，各类考研、公务员和事业
单位考试基本敲定。

“虽然说是进入尾声，但我
们学校的校园招聘现在每个礼
拜都有。”5月30日，青岛大学就
业市场部主任朱青文9点就来到
办公室，为学生的签约、解约、派
遣、落户咨询忙活着。

朱青文告诉记者，今年该校
有10220名毕业生，比去年多500
人，创历年毕业人数新高。截至
目前，完成网上签约和考上研究

生的学生比例已经过半。但现在
很多学生还在实习或试用期，因
此这个数是动态的，每天都在更
新，6月中旬将是签约高峰期。

而在中国石油大学，就业指
导中心负责人表示，目前学校的
总体就业率已达到81%。“但今
年大型国企提供的岗位有所减
少。今年中石化在全国才招2000
多人，而往年光一个油田就可能
招这么多毕业生。”这位负责人
称，今年学校不少学生也受到中
石化“解约门”的影响。

青岛科技大学就业办相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根据5月1日的
统计，学校的签约率为50%，这
只是在省内签约的比例，省外签
约的目前还没有录入网上，暂时
无法统计。

记者从青岛市人社局高校
毕业生就业处获悉，今年青岛有
9 0 1 6 6名毕业生，比去年增加
1764人，是近几年来数量最多的
一年。截至5月30日，驻青高校学
生签约率为50 . 19%。

济南的三所被调查高校，除
山东大学“截至5月中旬，本科生
签约率已接近70%，研究生签约

率已经超过一半”外，其他两所
则无法给出就业率数字。山东师
范大学就业中心褚庆成老师介
绍，由于该校40%的学生属于师
范类，目前山东各地方教师招考
工作进展不一，17市中完成的只
有威海、潍坊等少数几市，9月上
旬才能完全结束。

记者了解到，目前各高校统
计的就业率均为总体就业率，一
般既包括网上签约的，也包括考
上研究生的，以及考上公务员、事
业编的，也包括出国留学的、创业
的和暂时还在实习的“临时工”。

“难中不难”之一 适应市场需求，对路专业好找工作

记者采访发现，不同专业之
间的就业率差别较大。尽管号称
是“史上最难就业季”，但很多高
校工科类专业就业“逆势飘红”，
保持较好势头。

山东大学学生就业与发展指
导服务中心主任朱德建说，今年市
场提供的理工科就业岗位要多一
些，机械、电气、能源与动力、材料、
化学等专业签约率已经达到90%。

山东师范大学褚庆成介绍，
就非师范类专业而言，技术类专
业，培养方向明确、定向性比较
强，学生一般能较快地确定就业
意向，如化学工程与工艺、制药工
程等专业。

而主打财经特色的山东财经
大学，该校就业指导处处长苏洪
志介绍，会计、金融是该校毕业生
就业状况保持强势的专业。

从青岛受访高校反馈情况
看，机械、自动工程、电气等工科
专业是就业“大拿”。

青岛大学朱青文介绍，目前
已经签约的专业就业排名为，机
械、自动化、电子信息、计算机、经
济、管理。

中国石油大学石油相关专业
就业率最高，其次，自动、机械类
专业就业率目前也达到90%。同样

在青岛科技大学，该校高分子学
院、材料学院、化工学院几乎成为
就业的“三大巨头”。据就业办主
任张壮介绍，去年高分子学院的
就业率为100%。青岛农业大学的
工程类、机械类、土木工程专业签
约率也相对较高。

在海洋大学，该校的港航、地
质、自动工程、海洋工程等专业就
业率排在前头。

“难中不难”之二 一些“黑榜专业”，就业“逆势而上”

随着对“最难就业季”的关
注，一些调查机构和媒体纷纷列
出“最难就业专业”。动画、法学、
生物技术、数学与应用数学、体育
教育、生物工程、英语、计算机等
专业就上了“黑榜”。

对此，受调查高校的就业部
门负责人则持不同看法。

“以前学生就业就是银行、公
务员，今年请校友、企业家来宣
讲，扭转就业观念，一批人进了律

所、国企、民企等单位。”山东大学
法学院团委书记尹上介绍，目前，
山大法学院本科签约率已达到
80%。

“我们学校的信工学院，每周
都有IT企业前来宣讲招聘。”褚庆
成则以山师计算机类专业举例
说，山师此类专业开设较早，学科
力量很强，因此也与部分IT行业
单位形成了长久的联系，有了自
己的用人途径。像软件技术、软件

外包、通讯工程、计算机信息与技
术等专业，因为多年来毕业生的

“口碑效应”，每年就业形势都比
较好。

黑榜专业就业“逆势而上”还
得益于教学改革。尹上介绍，山大
法学院2008级双学位班就业率
100%，30位学生用5年时间拿到两
个学位，“为了让学生更具国际
化，让学生具有语言专长，第二专
业修英语，可以像英语专业学生

一样考专四专八”。
“打铁还需自身硬。”朱德建

进一步举例说，针对新闻专业近
几年较为严峻的就业形势，该校
也在几年前开始尝试进行本科教
学改革，招生规模有所减少，实行
新闻加第二专业模式，读完理、
工、经、法再读新闻，培养复合人
才，方便毕业生更好就业。目前，
新闻专业就业率超过60%，和去年
差不多。

5月底，在青岛举办的
女性专场招聘会上，吸引了部
分女大学生前来求职。

本报记者 李珍梅 摄

就业难现状>> 各高校进度不一，多数不太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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