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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2018 届毕业生就业创业基本情况 

第一节 2018 届毕业生升学就业总体情况 

一、生源情况 

软件学院 2018 届硕士毕业生共 221 人，主要生源地为浙江省内生源，共 61 人，占总人

数的 28%，其次为安徽、江苏、河南和湖北，分别为：12%、8%、7%和 7%。 

生源情况分布请见图一。 

 

图一：2018 届硕士毕业生生源情况分布图 

二、初次就业率 

截止到 2018 年 11 月 30 日，我院 2018 届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率为 98.2%，有 1 人准备考

博，另有 3 人在继续找合适的就业单位中。 

三、签约进展 

学院在 2017 年 11 月底签约完成 50%，到 2017 年底，签约超过 60%，到 2018 年 5 月

底，完成签约超过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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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 安徽省 江苏省 河南省 湖北省 福建省

山东省 山西省 江西省 湖南省 陕西省 其他省市



 2 

四、就业流向 

（一）全国地区流向（及三年比较） 

软件学院的就业主要面向企业，其中互联网企业、银行和软件企业是毕业生就业的主要

方向，就业地区主要分布在浙江杭州、上海和北京。 

2018 届毕业生全国流向请见图 2. 

 

图 2.2018 届毕业生就业地区分布 

近三年软件学院毕业生就业主要集中在杭州、上海和北京，分布数据请见表一。 

表一.近三年毕业生集中地区分布 

就业城市 
所占当年就业总人数的百分比 

2018届 2017 届 2016届 

杭州 66.98% 65.80% 59% 

北京 8.49% 7.90% 6.70% 

上海 15.57% 15.80% 22.50% 

其他城市 8.96% 10.50% 12% 

 

（二）省内地区流向（及三年比较） 

浙江省内就业主要集中在杭州，2018 届浙江省内就业共 146 人，其中杭州就业 142 人，

宁波、绍兴、丽水和台州各有 1 人就业，杭州就业占省内就业人数的 97.3%，2016 届和 2017

届的占比分别是 94%和 98.5%，这与杭州 IT 产业的集聚有密切关系。 

（三）西部就业情况（及三年比较） 

2018 届毕业生有 2 人西部就业，相比去年有所降低，2017 届有 5 人，2016 届有 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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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西部就业的同学相对较少，一般都是西部生源所在地的同学回原籍就业。 

（四）重点引领行业情况 

2018 届毕业生中到军工企业就业的有 2 人，选调生就业的有 6 人。2018 年除了在选调

生就业方面有了大的推进外，学院另有 1 名同学去了国际组织实习。 

（五）单位性质流向（及三年比较） 

软件学院毕业生主要面向企业就业，历年去民营企业、三资企业和国有企业就业人数超

过 95%，近三年的单位流向请见表 2。 

表 2.近 3 年毕业生单位性质流向表 

企业性质 
2018届 2017届 2016届 

人数 所占百分比 人数 所占百分比 人数 所占百分比 

民营企业、三资企业 190 90% 176 87% 146 84% 

国有企业 12 6% 17 8% 21 12% 

科研院所、军工单位 3 1% 2 1% 7 4% 

党政机关、教育医疗 7 3% 7 4% 0 0% 

 

（六）集中就业单位名录 

2018 届毕业生的就业企业主要以互联网科技公司为主，具体就业企业及人数请见表 3。 

表 3.集中就业单位名录 

企业名称 就业人数 企业名称 就业人数 

华为 47 网易 16 

阿里巴巴 13 拼多多 10 

滴滴出行 10 蚂蚁金服 8 

趣链科技 7 海康威视 5 

腾讯 5 邦盛科技 4 

美团 4 百度 3 

今日头条 3 大众点评 3 

 

（七）院级重点单位就业情况 

软件学院的重点就业单位除了军工单位、选调生单位、世界 500 强企业外，还包括在各

行业中领先的企业，主要集中在各大互联网企业。2018 届学院重点单位就业率为 79.02%，

2017 届及 2016 届的重点单位就业率分别为 77.03%和 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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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2018 届毕业生就业创业指导与服务 

第一节面向 2018 届毕业生校园招聘 

一、专场招聘会 

软件学院根据培养计划的要求，第二学年要求同学们在企业或导师实验室进行全职实习，

并且在实习期间完成学位论文。学院在 4 月份开展为期一个月的企业实习生专场招聘会，60% 

的同学通过专场招聘会找到了合适的实习岗位，其他同学也通过自己投递简历、学长内推等

各类途径也找到了合适的实习单位进行实习。面向 2018 届毕业生，学院通过前期的安排，

接洽适合学生实习的单位，在学院网站上发布近 30 家企业的实习生招聘信息，举办了近 20 

场现场专场招聘会，通过宣讲、笔试和面试，让企业与学生能充分沟通，最后确定实习单位。 

二、发布招聘信息 

校园招聘期间，同学们都在全国各地的企业进行实习，为满足同学们的各种就业需求，

学院通过学院网站、微信公众号和微信群等各种方式发布了 60 多家企业的招聘信息，并对

军工、国企及选调生等重点单位进行有针对性的引导。 

 

第二节就业指导与服务 

为了进一步加强学院全体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意识，全面提高毕业生的就业综合素质和

就业竞争力。软件学院在就业指导中心和学院党政领导的指导下，紧密结合学院学科特色，

开展了内容丰富针对性强的系列活动，多维度的提高就业质量。针对 2018 届毕业生，学院

结合同学们的各种实际情况，开展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就业指导活动。 

学院邀请了华为公司 HR 进行简历与面试讲座，并通过真实案例讲述了如何快速融入一

个团队，在团队中如何更好的开展工作；在英文简历的制作及英文面试等系列讲座方面，邀

请到了 IBM 公司的职业经理为同学们进行讲解；邀请了 10 多位在各知名 IT 企业中实习、

就业的学长回学院与同学们进行面对面沟通，在面试经验、工作的选择、专业知识的准备等

各方面为同学们介绍经验，也使同学们对各个企业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并且组建了学长交

流微信群，让各个企业都有学长在这个群里为同学们解答各类问题；通过现场走访、参观企

业办公环境，让同学们对参观企业的工作环境、企业文化有更直观的认识。 

为了让学生树立健康良好的就业择业心态，正确地认识社会与自我，学院不仅开设了《职

业能力发展与创业教育》课程，通过各类讲座从礼仪、心理、职业规划等各个方面全方位的

提升同学的求职能力，而且还开放了职业发展个体预约服务，让同学们在有需求的时候能随

时得到学院相关老师的帮助，为同学们在求职路上保驾护航。在实习动员大会上，学院负责

就业、论文和思政工作的老师们为全年级同学在实习协议、三方协议、违约、报到证、论文、

党团生活等各方面做了详细的解读，确保同学们初入职场能少走些弯路。 

在同学们实习期间，学院相关教师将就业指导工作通过微信群展开，在群里耐心解答所

有同学的各类问题，为应届生邮寄就业推荐表、三方协议书等各类就业材料达 500 人次，方

便了同学们办理各类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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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在校生创新创业教育 

学院积极响应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协助有创业意向的同学，不定期的开展各项

活动，让有创业意向的同学在创业路上更进一步。 

通过开展创业校友讲座，分享创业路上的得失，让同学们从这些前辈的经验中获得更多

启迪；在走访创业园区、创业企业的过程中，深深地体会到创业的艰辛，让同学们学会思考

自己是否适合创业。 

学院为鼓励同学们勇于创新，探索实践，走出一条自主创业的成功道路，对具有强烈的

创业意识和创新精神、具有可行性的创业计划的创业团队给予资金上的奖励。 

第三章 2018 届毕业生就业质量分析 

一、求职途径 

通过对毕业生的就业调查，同学们的求职主要途径以直接在招聘单位网站和通过在岗实

习为主。软件学院的全职实习模式可以让同学们更深入的了解企业和岗位，在校园招聘之前

全面提升竞争力，让同学们更有针对性的去求职。对于在外实习的同学，学院通过各种途径

转发各企业的招聘信息，通知到所有毕业生，对有意向去军工、西部、选调生等学校重点扶

持地方就业的同学，学院通过积极引导，帮助同学们找到自己合适的岗位。 

二、暂定年薪 

据不完全统计，软件学院 2018 届毕业生的平均签约年薪为 22.6 万元。2017 届及 2016

届毕业生的平均签约年薪分别为 19.4 万元和 17.4 万元。 

三、专业相关度 

2018 届毕业生的主要就业单位仍然以互联网企业和软件企业为主，90%以上的毕业生

主要从事软件开发、软件测试、咨询顾问、产品经理等与专业相关度较高的岗位。同学们在

实习期间都是去了专业相关度非常高的单位实习，在就业的时候延续了这种选择，2018 届

毕业生有近 30%的同学留在了实习单位就业。 

四、工作满意度 

薪酬福利依旧是毕业生们最关注的择业考虑因素，城市及生活环境、个人成长空间也是

在择业时考虑较多的因素。有 80%以上的同学对于目前的工作是非常满意的，同学们通过

企业实习对于自身的工作定位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在正式就业时同学们的目标明确，提升

了初次就业的满意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