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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精智就业”是以“精准”为基本目标，以“智慧”为核心手段的就业工作模式。 实现“精 智 就 业 ”服 务 的 有 效 方

法 是 依 托 产 教 融 合 、校 企 合 作 ，在 构 建 服 务 体 系 路 径 上 ，智 慧 合 作 、精 准 施 教 是 基 本 内 容 ，智 慧 开 拓 、精 准 对 接 是 根 本 保
障，智慧调整、精准施策是必然结果，其最 终目标是促进高职院校大学生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加充分的就业，开 创 就 业 工 作
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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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是发展的基础，是财富创造的源头活水。当前国内外环境更趋复杂多变，经济社会
发展各项任务极为繁重艰巨，叠加高校毕业生固有的总量结构性矛盾，就业风险挑战不容忽视。中共中央关
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实施就业优先政策，推动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目标的
实现。2021 年至今，各级人社部门会同教育部门和高校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把促进高校毕业生
就业纳入党史学习教育为民办实事清单，聚力攻坚抓早抓实，全力以赴推进毕业生就业工作。2022 届全国普
通高校毕业生总数将突破千万，毕业生规模和增量均为历年之最。如此规模的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
涉及社
会安全与稳定，因此，加快解决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问题，将毕业生就业工作摆在突出位置，努力推动毕业生
就业工作高质量发展，是就业工作的重点。
1 “精智就业”概念阐释及实践现状
“精智就业”的提出是理论的必然，也是时代的选择。
“精准”
与“智慧”并用共存，在就业工作中的实践运
用取得了一些良好经验，形成了一些良好范式，为我们深入开展“精智就业”提供了一些借鉴，发挥了积极的
导向和推动作用。
1.1 “精智就业”
概念阐释
“精智就业”是“精准就业”与“智慧就业”的有机统一，是以“精准”为基本目标，以“智慧”为核心手段，最
终促进全体大学生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的工作模式。[1]
（1）以
“精准”
作为高校就业工作的根本目标。结构性就业矛盾突出问题的解决，需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着眼就业“供需匹配”情况，这为高校“精准就业”工作提出了要求。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它
可以解决人的需求的无限性和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有助于高校从“数量就业”转变为“质量就业”，为
“精准就业”
工作打下基础。2015 年初，中共中央在《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中首次
提出以“精准”作为毕业生就业工作新要求；2016 年 4 月，教育部再次强调“建立健全精准推送就业服务机
制”
，这些文件的出台，为高校“精准就业”工作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近年来，各地各高校纷纷行动起来，
以“精准”作为工作目标，
开展就业服务全员化、全程化，不断推动实现毕业生更加充分和更高质量的就业。
（2）以
“智慧”
作为高校就业工作的核心手段实现“精准就业”。2017 年 5 月，李克强总理做出重要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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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要充分利用‘互联网 + 就业’新模式，为毕业生送政策、送指导、送信息，实现‘智慧就业’”[2]，为高校实
现“精准就业”工作指明了方向。随着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广泛
应用，智能制造等新产业的快速发展，数字服务平台等新业态的异军突起，这些飞速进步的技术为“智慧就
业”
工作提供了技术载体。针对学生的多元就业需求，
“智慧就业”将聚焦“人岗精准匹配”服务，为求职者实
现
“精准导航”
，达到精准推送信息、精准报送数据、精准对接服务的“智慧就业”目标，实现“一键就业”
“一键
服务”
“一键统筹”。为应对经济市场复杂万变的形势，高校通过运用“互联网+”
“云计算”
“大数据”等信息化
技术，积极打造
“互联网+就业”服务新模式，实现就业和招聘的高度“云”匹配，依托各类线上线下服务平台，
帮助众多毕业生实现高效就业和精准就业。以“智慧”作为工作手段，有助于实现就业服务高效能、强动力，
不断推动毕业生更强意识和更加积极的就业。
1.2 “精智就业”实践现状
高等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不可替代的部分，肩负着培养实用性、多样化人才、传承
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使命。新时代，为了充分参与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除了需要大批拔尖创新
型人才以外，
还需要大量的高素质专业技术技能型人才。在一些新兴领域和现代服务业中，大部分一线人员
来自高等职业院校，因此，高等职业教育是产业发展的重要孵化器和辐射源，与经济社会发展有最直接、最
[3]
密切的联系。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2021
年 11 月，人社部副部长李忠在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网络视频会上强调，各地各高校要积极与用人
单位对接，
以实施就业育人项目为抓手，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培养更多实用型、复合型和紧缺型人才。
近年来，各地各高职院校在依托产教融合推动毕业生就业工作中已做了许多积极的尝试，取得了一定
的成效，通过走访调研、案例总结，为大家作了有益示范。例如“入校即入职、学习即上岗、毕业即就业，积极
推进人才培养与就业创业无缝对接”，把企业资源转化为教学资源，把教学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源，搭建线场
平台；如“深化产教融合，实施精准服务，推进高质量就业”，实施订单定向培养，提升学生实践能力等等。
2022 年是首届高职扩招生的毕业年，新增 115 万人，高职毕业生的总量达 516 万人，给社会注入新鲜血液的
同时，
高职毕业生的就业也面临巨大的挑战。面对现实压力、
参考已有经验、结合工作实践，本文将依托产教
融合、
校企合作，对“精智就业”服务体系的构建做详细论述。
2

依托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构建“精智就业”服务体系的意义

当下，
“六稳六保”国家战略将稳就业放在重要位置。依托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建立科学有效的“精智就
业”
工作体系，对促进毕业生就业工作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的战略意义。
2.1

推动学生就业意识不断增强
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国家发展靠人才，民族振兴靠人才，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渴求人才。广大高职院校的毕业生正是重要的国家
建设所需的实用性人才，他们思想活跃，创新意识强，但是受多重因素影响，毕业生择业更加求稳求优，同时
也有极少数学生“躺平”或成为“尼特族”，这部分学生不就业不学习也不培训，为高职院校就业工作带来了
压力。因此，各地各高职院校要加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积极推动“精智就业”
服务工作，增强学生求职就业
内动力，为学生搭建更精细的就业平台，
从国家发展大局的角度来谋划学生的就业。
2.2

促进院校就业工作全面提升
高职院校学生就业工作本质上也是育人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反映出学校的办学质

量、
办学能力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结合点和契合度，更反映出经济发展、社会转型和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所要求的内容，也反映了地方的吸引能力、行业未来发展的动力，是一个综合性的晴雨表。因此，高职院校需
与行业企业深度密切合作，在“精智就业”服务体系的作用下，进一步强化使命担当。就业指导与服务工作具
有政治性、思想性、针对性，需要我们全力促进毕业生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努力开创高职院校学生就
业工作的新局面。
2.3 助力地方经济社会持续发展
高职院校毕业生是宝贵的实用性人才资源，也是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重大转型和推动经济社会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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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重要内容。产教融合、校企共育人才培养机制可使校企关系更加密切，推动校企共同对人才培养方向
和目标进行及时调整，使高职人才培养更加具有针对性和适配性，可以更好地适应人才市场的需求变化，实
现人才链和产业链的高度匹配[4]，有效释放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活力和人口红利资源，对经济社会起到促进
推动作用，
真正为高质量发展创造一个新的重要的局面。
3

依托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构建“精智就业”服务体系的路径

当前，各地各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与服务工作都是由学校就业工作部门承担，负责就业工作方案
制定、就业指导课程设置、就业市场开发拓展、就业赛事组织辅导等，存在脱离专业教学、缺乏企业深度合作
等问题，
造成就业服务工作效率较低、成效不够。高职院校亟须转变观念，改进传统工作模式，向依托产教融
合、
校企合作的就业工作新模式拓展。
3.1 智慧合作、精准施教是基本内容
（1）精进的教学模式。高职院校与企业合作由来已久，但是就业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就业部门与企
业合作为学生搭建招聘平台、教学部门与企业合作为学生搭建实践教学平台两条战线独立对接企业的工作
方式，使学生的就业指导与推进工作成效缓慢，
需要多方面长期参与进行突破解决。一是创新教学模式与方
法。学校要以实际需求（开设专业等）为出发点，
注重实效性，按照课程对应岗位、专业对应产业、
教学过程对
应生产过程的准则，以技术含量高、综合实力强为优先顺序，为学生遴选合作企业。学校以合作企业的需求
为指引，校企双方共同拟定人才培养方案，学生入校即可明晰就业方向，规划自身职业发展，与企业合作共
建新专业、开发新课程、开展项目制教学（融入就业指导课程，
占有一定比例的学分）、订单式培养。实践教学
比例扩大，实践教学的内容以企业的岗位、技术、工艺、专利等为主要来源；企业是学生实习实训最佳阵地，
引导企业为实习生设立一定比例的学徒岗位，模拟真实岗位；用企业真实绩效考核激励学生，把作品变为产
品、
产品变为商品，学分变为绩效。积极的
“沉浸式体验型”教学模式不仅覆盖全员、全过程，还可以全面提高
学生的就业意识，
激发学生内在的学习和就业动力。二是改进教材内容。教材内容的共同开发与制定是教学
实施的基础条件和必要保证，校企双方应不断对照“岗课赛证”综合育人机制内容，严格按照岗位需求、生产
实际设计制定专业课程内容，就业指导课程内容也同步跟进纳入其中，建设地方特色教材、行业适用教材、
校本专用教材；及时调整教学标准，将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生产示范案例、新政策、新方法等及时纳入教
学大纲，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和各项赛事证书所体现的先进标准纳入人才培养方案，这些举措既能提升学
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又能为学生及时了解就业理论知识、掌握就业技巧等提供支持与帮助。
（2）精干的教师队伍。校企合作共建的教师队伍作为教学和指导实践的主体，首先知识要全面。校企共
同确定专任教师、企业骨干的选拔制度，高起点高标准选拔优秀人才组建教育教学团队。团队教师应拥有
“广而深”的专业知识，在理论指导和实践教学中给予学生正确的指引和教导，为学生获取知识、获得指导提
供“精而专”
的服务。其次能力要转化。校企搭建教师培育平台，全面提升教师素质，全力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学校和企业科学共建“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规定教师要定期到企业学习实践，企业技术骨干要到学
校从教交流，以固定岗与流动岗相结合的方法，促进校企互聘兼职的教师队伍建设改革，促进教师和企业骨
干知识互补。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团队要把知识与技能传授给学生，为学生提供针对性的辅导，具体问
题具体解决，增进学生的实践体验，增强学生的创新能力，提高学生自我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知识向能力
的自然转化。最后配合要默契。教师团队因为由学校和企业的优秀人才共同组建，在教学实施过程中面临新
的挑战，需要锻造一支专业能力硬、使命责任强的工作队伍，既能为学生解决专业实践中遇到的困难，又能
让学生的就业技能得到锻炼，如合作沟通、人际交往能力、组织策划、问题解决能力和创造力等。[5]因此团队
成员通力配合、互相补位，是保证工作顺利开展取得成效的重要基础。
（3）精研的保障机制。教学实施环节繁复、就业育人头绪众多，不同时期校企合作的教学活动、关注点和
核心需求也是多样化的。为保障人才培养各项节点能够衔接顺畅，确保校企精准施教，达到预期的工作效
果，建立完善的激励和保障机制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学校需要构建教学实施激励机制、教学质量监控机制、
人才培养评估机制“三位一体”的多元化保障机制。教学实施激励机制遵循“优胜劣汰”的双向选择法则，可
以增强师生的责任感，激发师生积极向上的士气和活力，调动教学和学习的热情。教学质量监控机制致力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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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全面规范教学管理程序，实现对教学活动的动态、全面监控，切实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其中的教学基本
状态数据库是教学质量监控的依据，定期采集和统计校企教学基本数据，分析教学基本状态的变化趋势，提
出改进措施，
认真抓好落实，形成“监测—评价—分析—反馈—改进—提高—再评价”的生态循环。人才培养
评估机制是要组织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参与校企协同育人的人才培养质量评价，进一步将就业率、就业质
量、
创业成效、
毕业生评价、用人单位评价等各项就业指标纳入质量评价体系。教学、就业质量年度报告的发
布，
可以让校企双方共同接受社会的评议与监督。
3.2

智慧开拓、精准对接是根本保障
（1）精深的就业市场建设。《国家“十四五”就业促进规划》指出，
“就业难”与“招工难”并存，结构性就业

矛盾异常突出，已然成为就业领域的主要矛盾。这一矛盾反映了学生对岗位适配提出要求和企业迫切需要
人才之间的矛盾。面对这一矛盾，高职院校如何进一步开拓就业市场，与企业建立更为密切的联系，往横向
与纵深发展，构建就业大市场，为毕业生提供完整的就业舞台，更好发挥市场作用促进毕业生就业，是一个
需要持续研究、实践、探索的重大课题。一是宏观上要有数。各高职院校要从开设专业的实际出发，在产教融
合教育教学实践过程中，挖掘企业需求，借助合作企业的产业链优势，从教学实践向求职就业延伸，大力巩
固企业岗位资源，不断拓展累积，形成企业资源库，把海量的就业信息资源汇聚起来，促进毕业生就业。二是
微观上要有人。校企合作育人的目的是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和积极性，在项目实践中锻炼能力，亦是激发学
生就业内生动力的有效途径，学校要精准及时做好指导服务，为企业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形成良性互动发
展态势。三是结构上要建机制。就业市场瞬息万变，校企合作要不断深入实施“岗位精选计划”，优化岗位资
源结构，调整培养结构（应急性调整、供需对接项目等），
为毕业生就业提供保障。四是模式上要创新。高职院
校要有效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推动就业线上线下深入结合，优化合作模式，提高就业成效。五是行动上要主
动。高职院校要着力校企共同实施好校园招聘月、促进周等主题就业活动，学校牵头主动广泛深入对接企
业，为学生深度挖掘更多就业岗位。六是统计要更准确。校企要一起努力完善就业统计与评价制度，建立有
效的反馈机制，用真实的数据反映学校人才培养质量和企业真实需求，客观上形成人才的梯次结构，提高就
业市场建设的
“精准度”。七是工作谋划要更系统。合作面临挑战，合作需要共赢。建设就业大市场是一个复
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校企在理念、组织、行动、制度上意见一致，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精智就业”服务新
模式下要强化合作，为学生建设、打造全国性、区域性、
行业性就业大市场。
（2）精良的服务平台打造。信息化、智能化是“智慧就业”发展的迫切需要和必要保证，是高职院校实现
“智慧就业”
的“核心技术”。在校企共同育人的背景下，
构建“创新驱动模式”的智慧就业服务平台是推动“智
慧就业”的重要发力点，其特征是依托平台以学校为桥梁共建标准化就业服务项目，满足学生多元个性的就
业需求，提供企业优质匹配的人才需求，将通用型服务转向精细化服务，及时摸清毕业生基本情况和就业意
愿，
及时了解企业的用人意向和具体要求，推进就业信息联通共享，达到学生“精准”就业的目的。构建这一
平台的前提是要建立校企合作网络基地，引入优质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行业协会等，分享育人项目、育人成
果、就业成效，形成线上竞力的情势，加强与重点合作企业的联系，拓展新兴合作企业，开发就业育人项目，
拓展就业信息数量，通过“线场模式”的搭建，实现人才培养与就业的无缝衔接。服务平台通过“互联网+”
“云
计算”
“大数据”等信息化技术手段，分析行业企业岗位需求、产教融合育人项目学生成绩等，归纳其中的行
为规律，
为校企及时调整决策提供依据。高职院校要建设维护好本地本校用人单位需求库、毕业生求职意向
库等，及时发布专业设置和生源信息积极开展网络招聘服务，鼓励用人单位通过线上宣讲、远程面试、网上
签约开展校园招聘，促进线上线下招聘相结合，提高学生就业成功率。
3.3

智慧调整、精准施策是必然结果

（1）就业与招生培养联动机制。在传统的就业服务模式下，高职院校处于“被动”的地位，所开展的就业
指导服务对学生的“刺激性”较弱，造成学生就业动力不足。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模式下，学生完成项目制
教学后，通过考核、面试可以入职合作企业，而学校则可通过对历年该部分毕业生的就业状况跟踪调查、统
计分析，充分了解了毕业生就业情况。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模式最大的优势在于推动了学校就业与招生、培
养联动改革，优化了学科专业设置，完善了学科专业动态调整机制，引导学校重点布局社会需求强、就业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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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广、人才缺口大的学科专业，对就业率过低、不适应市场需求的学科专业进行及时调整。这种模式以人才
培养的就业导向为立足点，建立健全了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联动预警机制，注重供需对接、就业育人，强化
了人才培养的前瞻性。学校要继续发挥管全局、抓全局的重要作用，不断提高人才培养和社会需求的契合
度，
实现学校就业工作变被动为主动，学生就业变推动为内动。
（2）困难毕业生阳光帮扶机制。人民群众对“上好学”
“就好业”
充满期盼。
《国家“十四五”就业促进规划》
提出，坚持聚焦重点、守住底线，瞄准重点群体，制定更加精准有效的举措，因人强化分类帮扶援助，切实兜
牢民生底线，把重点群体放到工作重点中。因此，各地各高职院校要聚焦困难毕业生就业，对重点群体实施
精准化、
个性化、全程化帮扶。一是提高重点群体毕业生就业能力。能力是核心竞争力，这要求高职院校汇聚
校内校外资源协同共享为重点群体毕业生完善多元化服务机制，加强职业生涯规划和就业创业教育，加大
就业实习、
实践组织力度，开展各项职业技能培训。二是拓宽重点群体毕业生就业渠道。高职院校要以校企
合作为基础，创造更多可以让重点群体毕业生发挥专长和技能优势的技术型就业岗位。三是完善重点群体
就业支持体系。高职院校要推动校企帮扶相结合，为有意向、有能力的就业困难毕业生创业提供技术、
资金、
场地等多层次支持，以创业带动就业。
4 结束语
“精智就业”服务体系的构建以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依托，是实现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的长效机制，
也是提升高职教育服务引领经济社会发展能力的必然趋势。高职院校必须更为清醒地认识到毕业生就业任
务的艰巨性、
时代的特殊性、群体的敏感性、工作的紧迫性。高职院校就业服务工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
坚
决把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把资源汇集起来、
把学生调动起来，开创生动活泼的就业工作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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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onstruc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Precise and
Intelligent Employment” Service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CAI Ji-xian
(Department of Admission and Employment, Suzhou Art and Design Technology Institute, Suzhou 215104, China)
Abstract:“Precise and intelligent employment”is an employment work mode with“precision”as the basic
goal and“intelligence”as the core means. The effective way to achieve“precise and intelligent employment”ser－
vice is to rely on the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and college-enterprise cooperation. On the path of
constructing a service system, intelligent cooperation and precise teaching are the basic contents, intelligent de－
velopment and precise docking are the fundamental guarantees, and intelligent adjustment and precise policy im－
plementation are inevitable results, the ultimate goal of which is to promote higher-quality and fuller employment
for college student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shape a new situation for employment.
Key words: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precise and intelligent employment; system construc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