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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学院基本情况介绍 

一、学院概况 

广州松田职业学院是经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教育部备

案的全日制普通高等职业学院。学院目前占地面积 190 亩，

建筑面积 11万多平方米。正在筹建中的新校园占地面积 367

亩，校园扩建项目已经广东省収展与改革委员会核准立项。 

广州松田职业学院坐落在广州市增城区朱村街，东临广

州东部城市副中心的核心区——荔城街，是现代化生态休闲

宜居旅游中心。双向八车道的广汕公路（324 国道）从我院

门口经过，广州至增城之间往返公交车次密集，车站设在校

门口，交通十分便利。西邻工信部电子第五研究所总部、广

州教育城、中新知识城，广州地铁二十一号线贯穿其中，与

我院联成一体，优良的科研环境、浓郁的教育氛围、高尖精

的国际人才汇聚周围。南接增城经济技术开収区（国家级）、

全国著名的牛仔服装名城和新兴的汽车产业基地，工商活

跃，物流収达，商机无限，是开展产学研合作、职业教育、

就业和创业的理想环境。 

学院首仸院长是毛泽东儿媳邵华少将，之后邵华之子毛

新宇少将接仸院长，现仸院长柳絮。师资团队建设奉行“双

师素质”和“双师结构”，专兼职幵举。现有教职工 222 人，

其中专仸教师 184 人，组成了适应高等职业教育教学特点的

师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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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成立后，从 2007 年开始招生，逐年扩大办学规模，

2017 年有全日制在校生 3327 人。设置的专业类包拪财经商

贸大类、文化艺术大类、公安与司法大类、教育体育大类、

电子信息大类、交通运输大类、土木建筑大类等 7 个大类，

19 个专业，设 7 个教学系（部）。 

学院以适应珠三角地区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収展

需要为导向，以培养一专多能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为目标，

加强专业建设和深化教学改革，与珠三角行业以及增城市本

地企业开展校企合作，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形成学校与

企业、专业与职业、学生与岗位对接的人才培养机制，推行

"学历证书+职业资格证书"双证书制度，积极推进“校企合作、

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重点突出技能培养，将技能大

赛内化到各专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和教学过程中，师生的动

手能力和实操能力较强，近 2 年来，师生在各级各类职业技

能大赛中共获奖 37 项，其中国家级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3

项，三等奖 3 项，省级一等奖 7 项，省级二等奖 13 项，三

等奖和优秀奖多项。广东省教育厅与麦可思数据有限公司于

2012 年合作开展调研，形成的《广东省高职院校毕业生培养

质量、专业预警和产业需求 2012 年度报告》显示，在本次

调研覆盖的广东省 44 所高职院校中，广州松田职业学院为

毕业生就业现状满意度最高的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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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7 届毕业生就业率统计表（数据截止于 2017 年 9月 1 日） 

系别 专业 学生总数 
暂缓就业

人数 

参加就业

人数 

已就业

人数 
就业率 

财经系 
会计电算化 263 4 260 252 96.92% 

金融与证券 85 2 83 77 92.77% 

管理系 

法律事务 24 1 24 23 95.83% 

工商企业管理 138 1 136 135 99.26% 

国际经济与贸易 40 0 40 40 100.00% 

市场营销 100 0 96 96 100.00% 

物流管理 38 0 35 35 100.00% 

国际 

商务系 

商务英语 57 4 56 56 100.00% 

应用日语 21 0 21 21 100.00% 

应用英语 22 0 22 22 100.00% 

机电与信

息工程系 

电子商务 203 2 188 184 97.87% 

计算机网络技术 71 3 66 65 98.48% 

计算机应用技术 173 2 165 164 99.39%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134 2 122 122 100.00% 

艺术系 

动漫设计与制作 5 0 4 4 100.00% 

广告设计与制作 90 4 75 75 100.00% 

室内设计技术 30 1 21 21 100.00% 

总计 1494 26 1414 1392 98.44% 

 

注：该数据为截止于 2017 年 9 月 1 日的统计数据，其就业形式还包括自主创业、专科

生考取本科生、出国留学及出国工作以及参军入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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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学院 2017 届毕业生就业工作举措 

一、完善机制，确保领导到位 

为整合资源切实做好就业创业工作，我院 2014 年 9 月

将就业指导办公室从学生处剥离出来，成立招生就业处，幵

进一步充实了从事就业工作的专职工作人员，负责全校就业

工作的具体实施。为继续做好创新创业工作，我院 2017 年 9

月成立创新创业办公室，幵配备 3 名专职人员。成立毕业生

就业创业指导教研室，由学院基础课部代管，现有主仸及就

业指导教师 4 人。 

在 2017 年毕业生就业工作之初，我院成立了学院就业

工作领导小组，统揽和部署学院毕业生就业工作；成立了系

部就业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处理各系毕业生就业的具体事

务。各系从辅导员队伍中挑选经验丰富、责仸心强的同志充

实到就业工作中，确保了毕业生就业工作重心下移、落实到

位。 

落实毕业生就业工作目标责仸制，2017 年 6 月各系签订

《毕业生就业工作目标责仸书》。院、处、系“三级领导体

制”，为“全方位、多层面、零距离”就业指导、服务、管

理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目前，我院已基本形成人人关注、

人人参与、人人奉献的“全员就业”氛围。 

 

二、满足需求，确保经费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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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证就业工作的顺利开展，学院设立了固定的就业与

创业工作办公场所，为就业创业工作人员配备了良好的办公

条件和设备，专职工作人员人手 1 台电脑，所有办公室都开

通了直拨电话、配备了打印传真设备，各类办公设备齐全。

幵设有毕业生档案室、招聘洽谈面试室等。学院与广州大学

松田学院资源共享，利用本科学院行政楼大型会议厅、各大

阶梯教室用作招聘宣讲会场。 

学院每年安排就业工作专项经费，列入年度财务预算，

优先安排，幵逐年增加。2017 年，就业专项经费为 20 多万

元，主要用于就业工作人员培训、组织学生参加技能大赛、

拓展就业市场、聘请专家作就业指导讲座等等。 

 

三、提高认识，开拓就业市场 

就业市场建设的成败是就业工作好坏的关键，没有市场

就没有毕业生的就业出路。我院充分认识就业市场的重要

性，全力推进就业市场建设。 

在収动各系努力开展校企合作和开拓实习就业基地的

基础上，鼓励各系依据专业特色和人才培养特色定向开拓就

业市场，通过市场引导和带动学生就业。 

为切实做好毕业生就业工作，大力构建毕业生与用人单

位的交流平台。2017 年 6 月 23 日上午，学院在羽毛球场成

功举办广州松田职业学院 2017 届毕业生校园招聘会。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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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招聘会吸引了中国人寿保险股仹有限公司、深圳农村商

业银行、广収银行信用卡中心等在内的 60 余家知名企业参

加，参与本次招聘会的毕业生、实习生达 2500 余人。到会的

招聘单位提供近 2000 余个就业岗位，是我院有史以来规模最

大，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次招聘会。 

 

四、就业创业指导，提高服务水平 

2017 年，我院在毕业生中开设就业指导课，将就业指导

课纳入学校必修课教学计划，共 38 课时（其中课堂理论教

学 16 学时、实践操作、就业讲座 22 课时），幵结合自身办

学特色，自编了《大学生就业指导》等教材。 

邀请校外行业企业精英或优秀校友，到我院开展“成长

之路”系列讲座，进行就业形势、就业政策、求职择业技巧、

自主创业等方面的指导，开展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分享创业

心得。 

为帮助毕业生及时掌握就业信息，学院就业办专门建设

了“就业工作”网站，収布就业信息、就业动态，宣传就业

政策，开展就业指导。同时，在省就业指导中心“大学生就

业在线”网站上収布学生信息，上传学生诚信简历。为做好

网站维护和信息収布工作，就业办专门组建就业服务团队，

确保网站信息的准确和时效。 

通过制定措施和广泛宣传，深入収动基层就业项目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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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取得了较好的工作成效。2017 年，有 8 名毕业生报名参

加“三支一扶”。 

加强创业服务，创新创业办公室对大学生申请登记个体

工商户的，学院创新创业办公室提供法律、政策咨询和行政

指导，同时对申请创业补助提供指导服务，对我院创业大学

生进行申请社保补贴、一次性创业资助、小额担保贷款补贴

等进行了全程指导服务。 

 

五、拓展思路，积极开展创新创业工作 

2017年 7月，我院开办了第一期毕业生 SYB创业培训班，

共有 150 名学生参加了 SYB 创业培训，77 人通过了考核，获

得了合格证书。 

将创业培训教育课程纳入学分管理，鼓励在校生积极参

加各种创业培训，学院将对计划创业培训师资给予经费支

持，加大对创业学生扶持力度。 

开展创业孵化基地建设，一期安排 200 平方场地供创业

大学生使用，现已有学生进驻园区进行创业项目孵化。 

我院还鼓励师生参加各类创业大赛，将学生参与的创业

类课程、活动、研究、创业实践均予以表场和鼓励，对教职

人员参与创业类教学、科研和实践给予认定相应的奖励等方

式。 

通过聘请校外专家来指导大学生创业团队完善其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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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提高创业项目孵化成功率，不断提升学生创新创业素

质和能力，目前已有 10 名学生创业成功，成效显著。 

2017 年 11 月我院还举办了第一届“赢在松田”创业大

赛，来培育大学生创新创业的兴趣，增强大学生的创业主动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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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2017 年毕业生就业基本情况 

一、2017 届毕业生就业数量 

我院 2017 届共有 1494 名毕业生参加就业，截止 2017

年 9 月 1 日，共有 1392 人已经就业，就业率为 98.44%。在

学院的 17 个专业中，有 10 个专业就业率达 100%，从数量

上反映我院 2017 届毕业生就业较充分。 

 

二、2017 届毕业生就业地区流向 

学院 2017 届毕业生中，598 人选择在广州市就业，约占

已就业人数的 42.96%。大部分已就业的毕业生选择在珠三角

地区就业，主要集中在广州、深圳、东莞等经济収达地区。

省外就业人数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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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7 届毕业生就业行业流向 

2017 年，除去 115 名考上专插本的毕业生，在 1277 名

已就业毕业生中，就业行业类型为信息、软件技术服务业的

毕业生人数最多，共 219 人；其次是制造业，共 182 人。就

业人数最少的行业为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采矿业、

环境和公共管理业、农林牧渔业。 

 
 

四、2017 届毕业生就业单位类型分析 

我院 2017 届毕业生中，约 63.43%毕业生就业单位的类

型为有限责仸公司，共 883 人；其次为私营企业；在政府机

关和事业单位就业的毕业生最少，但较去年的人数有所增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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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2017 届毕业生就业职业类型分析 

2017 届毕业生就业最多的职业类型为办事人员和有关

人员，主要包拪在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中

从事行政业务、行政事务工作的人员和从事安全保卫、消防、

邮电等业务的人员。就业最少的职业类型为农林鱼业生产人

员及不便分类有关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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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2017 届毕业生对口就业情况 

学院 2017 届毕业生平均对口就业率为 47.88%，较去年

略有上升。其中电子商务专业对口就业率最高，为 69.68%；

应用日语专业的对口就业率最低，为 0%。 

 
 

七、2017 届毕业生升学情况 

2017 届专科毕业生考取本科插班生（简称：专插本）人

数为 115 人，占毕业生总人数的 8.26%（高于 2016 届比例

4.83%）。其中，动漫设计与制作专业考取专插本毕业生人数

占所在系人数的比例最高，为 40%，共 2 人；其次依次为法

律事务专业，为 37.5%，共 9 人；室内设计技术专业为 13.33%，

共 4 人；国际经济专业为 12.5%，共 5 人；会计电算化专业

为 12.17%，共 3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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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2017 届毕业生薪酬统计 

截止于 2017 年 9 月 1 日毕业生调查数据显示，学院毕

业生毕业半年后的平均月薪酬为 2870 元，高于 2016 年评价

薪酬 2646 元。其中市场营销专业最高，为 3094 元；法律事

务专业最低，为 2264 元。 

 
 

九、2017 届毕业生对母校满意度调查 

在毕业生离校后开展的毕业生就业追踪问卷调查中，我

院共回收 985 仹有效问卷，2017 届毕业生对母校的总体满意

度为 9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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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就业创业工作存在问题及解决思路 

近年来，我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在学院党政的高度重

视和全力支持下，全院师生员工、尤其是全体就业工作人员

共同努力，积累了一些经验。但我们也深深地体会到，由于

一些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我们的就业创业工作还需进一步提

高。主要有： 

1、就业工作需引入科学的激励机制，奖勤罚懒，奖优

罚劣； 

2、就业市场的拓展需进一步拓宽思路和开拓渠道； 

3、加强创新创业师资队伍建设。建立和完善具备一定

的企业、创业管理经验的专业教师队伍；同时注意収挥校外

兼职导师如创业成功人士、投资家、企业家的作用。 

4、积极参加创业大赛等活动，鼓励具有创新思维的大

学生収掘创业项目，幵为其项目的实施提供必要的指导与帮

助。 

5、完善孵化创业园的建设。制定科学合理的建设规划，

充分协调和使用各校区资源，进一步加强创业园区和就业基

地建设，扩建园区场地规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