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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概况

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成立于 2000 年，2001 年开始招生，是经教育部批

准举办的独立学院，属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列入国家统一计划招生，学校

代码为：13330。

学校实行两校区办学，现有在校生 17000 余人，校园占地近 900 亩，

建筑面积 46.3 万平方米。教职工近千余人，其中专任教师 688 人，博士、

硕士比例占 58.87%，副高以上职称教师比例占 31%。现有 7 个二级学院，

36个本科专业 66 个专业方向。图书馆中文纸本图书 121.92 万册，电子图

书 328.86 万册。

学校坚持开放办学，深入推进国际化办学进程，具有留学生招生资格。

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泰国、韩国、越南等国外高校建立了海外实习、

海外体验研究、交换生、双学位、微留学等合作项目。目前共接收 700 多

名国外学生到学院进行语言文化学习和交流，派出 3000 多名师生到国外深

造、就业和实习交流。

2012 年学校通过独立学院学士学位授权评估和云南省高等学校教学水

平评估，2014 年被云南省教育厅确定为首批云南本科院校向应用技术大学

转型发展试点高校，多次被省教育厅评为“教学常规管理先进单位”。

十余年来，始终坚持办最关爱学生、最好的应用型大学为目标，推进

以“学生、学习和学习效果”为中心的“新三中心”教学改革，现已形成

集教育、管理、指导和服务于一体的就业创业体系，近三年毕业生年终平

均就业率超过 97%，连续多年荣获云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目标责任考核

一等奖。2016 年，荣获新华网“就业典型高校”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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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2016 届毕业生就业基本情况

在云南省委、省政府、省高校工委和省教育厅、团省委、人社厅和昆

明市等上级主管部门的领导和支持下，在社会各界和广大学生家长的支持

和帮助下，学校始终坚持以教学为中心，以就业创业为导向，以面向市场、

服务学生为工作方针，以提高就业率和就业层次为目标，积极贯彻落实毕

业生就业、创业工作方针政策，广开毕业生就业渠道，圆满完成了就业创

业工作的各项任务指标，就业创业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毕业生规模与结构

（一）毕业生的总体规模

2016 年，我校共有本科毕业生 4455 人。男生 1538 人，占毕业生总数

的 34.52%；女生 2917 人，占毕业生总数的 65.48%。男女比例约为 1：1.9。

具体情况见下图：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 2016 届毕业生男女比例分布。

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 2016 届毕业生男女比例分布

35%

65%

1 男

2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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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毕业生的结构分布

1.院系及专业分布

学校 2016 届共有毕业生 4455 名，分属 7 个二级学院 27个专业，各专

业毕业生人数详见下表所示。

序号 二级学院 专业 学历 毕业生人数

1 经济与管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科 135

经济学 本科 102

工商管理 本科 248

市场营销 本科 64

电子商务 本科 48

旅游管理 本科 34

公共事业管理 本科 44

2 语言文学学院

汉语言文学 本科 255

广告学 本科 18

英语 本科 125

朝鲜语 本科 17

编辑出版学 本科 24

越南语 本科 12

泰语 本科 71

3 艺术学院

艺术设计 本科 345

美术学 本科 92

舞蹈学 本科 77

音乐学 本科 199

4 教育学院

学前教育 本科 248

社会体育 本科 229

应用心理学 本科 76

5 工程与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本科 41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本科 16

数字媒体技术 本科 28

6 法学院 法学 本科 294

7 会计学院
会计学 本科 964

财务管理 本科 649

总计 4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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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二级学院毕业生人数所占比详见下图所示。

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各二级学院人数分布

1613

294
85 553

713

522

675

经济与管理学院

语言文学学院

艺术学院

教育学院

工程与信息学院

法学院

会计学院

2.专业性别分布

2016 届毕业生中，我校毕业生中男生有 1538 人，占毕业生总数的

34.52%；女生 2917 人，占毕业生总数的 65.48%。按专业性别分布情况见下

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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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源分布

2016 届毕业生来自全国 27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其中，云南省内生

源 2587 人，占毕业生总人数的 58.07%，省外生源 1868 人，占毕业生总人

数的 41.93%。全国各省份生源分布如下图所示。

2016 届毕业生生源地分布情况统计

11 北京市

12 天津市

13 河北省

14 山西省

15 内蒙古自治区

21 辽宁省

22 吉林省

32 江苏省

33 浙江省

34 安徽省

35 福建省

36 江西省

37 山东省

41 河南省

42 湖北省

43 湖南省

44 广东省

45 广西壮族自治区

46 海南省

50 重庆市

51 四川省

52 贵州省

53 云南省

61 陕西省

62 甘肃省

其中，省外生源共计 1868 人，其各省份具体分布情况如下图所示。

省外学生分布情况统计

0 100 200 300 400 500

本科毕业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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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甘肃省

36 江西省

51 四川省

50 重庆市

43 湖南省

45 广西壮族自治区

33 浙江省

35 福建省

46 海南省

37 山东省

14 山西省

13 河北省

12 天津市

65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42 湖北省

44 广东省

61 陕西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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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内生源 2587 人，占总人数的 58.07%。省内各地区生源分布占比情况

见下图 6所示。

二、毕业生就业率统计

2016，共有本科毕业生 4455 人。经过全校上下的共同努力，截止 2016

年 9 月 1 日，2016 届毕业生初次就业率达:86.40%，较去年增长 0.96 个百

分点。其中越南语、朝鲜语、编辑出版学、广告学、美术学专业的初次就

业率已达到 100%。截止 2016 年 12 月 20 日，我校 2016 届毕业生就业率达

到 99.17%。电子商务、旅游管理、公共事业管理、汉语言文学、应用心理

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专业就业率也已达 100%，年终就业率去年同期水

平上涨 0.11 百分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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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 2016 届毕业生初次就业情况统计表（截至 2016 年 8 月 31 日）

序号 二级学院 专业 人数 合计 就业人数 合计 就业率

1
经济与管理

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135

675

126

587

93.33%

86.96%

经济学 102 83 81.37%

工商管理 248 224 90.32%

市场营销 64 51 79.69%

电子商务 48 40 83.33%

旅游管理 34 29 85.29%

公共事业管理 44 34 77.27%

2
语言文学学

院

汉语言文学 255

522

222

462

87.06%

88.51%

广告学 18 18 100.00%

英语 125 109 87.20%

朝鲜语 17 17 100.00%

编辑出版学 24 24 100.00%

越南语 12 12 100.00%

泰语 71 60 84.51%

3 艺术学院

艺术设计 345

713

253

617

73.33%

86.54%
美术学 92 92 100.00%

舞蹈学 77 74 96.10%

音乐学 199 198 99.50%

4 教育学院

学前教育 248

553

210

462

84.68%

83.54%社会体育 229 180 78.60%

应用心理学 76 72 94.74%

5
工程与信息

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1

85

35

74

85.37%

87.06%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

术
16 14 87.50%

数字媒体技术 28 25 89.29%

6 法学院 法学 294 294 245 245 83.33%

7 会计学院
会计学 964

1613
834

1402
86.51%

86.92%
财务管理 649 568 87.52%

总计 4455 4455 3849 3849 8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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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 2016 届毕业生年终就业情况统计表（截至 2016 年 12 月 20 日）

序号 二级学院 专业 人数 合计 就业人数 合计 就业率

1 经济与管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135

675

134

669

99.26%

99.11%

经济学 102 99 97.06%

工商管理 248 247 99.60%

市场营销 64 63 98.44%

电子商务 48 48 100.00%

旅游管理 34 34 100.00%

公共事业管理 44 44 100.00%

2 语言文学学院

汉语言文学 255

522

255

519

100.00%

99.43%

广告学 18 18 100.00%

英语 125 123 98.40%

朝鲜语 17 17 100.00%

编辑出版学 24 24 100.00%

越南语 12 12 100.00%

泰语 71 70 98.59%

3 艺术学院

艺术设计 345

713

345

709

100.00%

99.44%
美术学 92 92 100.00%

舞蹈学 77 74 96.10%

音乐学 199 198 99.50%

4 教育学院

学前教育 248

553

246

549

99.19%

99.28%社会体育 229 227 99.13%

应用心理学 76 76 100.00%

5 工程与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1

85

41

84

100.00%

98.82%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16 16 100.00%

数字媒体技术 28 27 96.43%

6 法学院 法学 294 294 290 290 98.64%

7 会计学院
会计学 964

1613
962

1598
99.79%

99.07%
财务管理 649 636 98.00%

总计 4455 4455 4418 4418 9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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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毕业生就业流向

（一）总体流向

2016 届毕业生总体毕业流向分析见下表（截止 2016 年 12 月 21 日）。

其中党政机关就业人数 112 人，占就业人数 2.79%；事业单位 438 人，占就

业人数 10.9%；国有企业就业人数 304 人，占就业人数 7.58%；企业就业 3228

人，占就业人数 86.31%。其中国有企业、基层项目、自主创业、出国就业

人数较去年有增长，就业人数和占比均超过 2015 年同期情况。

截止 2016 年 12 月 21 日，我校毕业生主要以其他录用形式就业、签订

就业协议形式就业、签订劳动合同形式就业为主,分别占毕业生总数的 61%、

23%和 6%，升学、出国人数为 39人，占毕业生总数的 0.88%，自主创业 29

人，占毕业生总数的 0.65%。具体情况见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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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升学及出国情况

2016 届毕业生在升学和出国方面共有 39人，占毕业生总数的 0.88%，

其中，升学人数为 35 人，占就业总人数 0.79%，出国出境人数为 4，占就

业总人数 0.9%。

（三）自主创业情况

2016届毕业生在自主创业方面有29人，占毕业生就业总人数的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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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学院 专业 就业类型 自主创业单位

1 李章朝 法学院 法学 自主创业 农村淘宝

2 周蕾 工程与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自主创业 田田木木饰品店

3 许志远 工程与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自主创业 北京虎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4 刀保奎 工程与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自主创业 细节文艺传媒

5 付竞飞 会计学院 财务管理 自主创业 付氏花卉有限公司

6 高正贤 会计学院 财务管理 自主创业 云南省陆良县孟获醇酒厂

7 王琪 会计学院 财务管理 自主创业 甘肃信联工程咨询设计有限公司

8 田珈畅 会计学院 会计学 自主创业 云南淼浩商贸有限公司

9 宋志超 会计学院 会计学 自主创业 曲靖靖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0 周雪 会计学院 会计学 自主创业 古城区香佰园小吃店

11 周立人 教育学院 社会体育 自主创业 雅安市天玺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12 谢普林 教育学院 社会体育 自主创业 南昌市东湖区亿家美家具销售中心

13 周大吉 教育学院 社会体育 自主创业 昆明铭德跆拳道俱乐部

14 王乾 教育学院 社会体育 自主创业 昆明铭德跆拳道俱乐部

15 马凯 教育学院 社会体育 自主创业 追梦豆浆

16 黄玉禄 教育学院 社会体育 自主创业 宾川真诚通讯

17 师丽娅 教育学院 学前教育 自主创业 丽雅教育

18 李玲 经济与管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自主创业 异样宾馆

19 杨威 经济与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自主创业 昆明创海传媒有限公司

20 江廷 语言文学学院 英语 自主创业 耐思学堂

21 苏智勇 语言文学学院 英语 自主创业 时光走廊酒吧

22 邹雨芹 语言文学学院 英语 自主创业 淘宝网店：CANDICEZOU

23 缪欣妤 语言文学学院 英语 自主创业 缪缪的海外社交名品店

24 赵莹 语言文学学院 英语 自主创业 神牧音乐工作室

25 廖敏 语言文学学院 英语 自主创业 耐思学堂

26 王海凤 语言文学学院 英语 自主创业 巴朗雪冰淇淋

27 王郑媛 语言文学学院 泰语 自主创业 氧气摄影工作室

28 康定香 语言文学学院 泰语 自主创业 圆通速递

29 黄荟霖 语言文学学院 泰语 自主创业 丽江市中岗村生态鱼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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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毕业生就业分布

（一）就业单位分布

下图为 2016 届毕业生按就业单位性质分布的情况统计，由于所属单位

性质分布以其他企业为主，此分布图除去了其他企业部分。

（二）就业地区分布

2016 届毕业生中，在云南省的就业人数为 3219 人，其余均分布全国各

省份，以下图为就业地区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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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就业主要行业分析

下图为 2016 届毕业生就业单位行业分布，就业行业的分布情况取决于

就读专业，通过图片可以看出，我校毕业生就业主要行业集中教育业、金

融业、批发和文体娱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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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就业职位类型分布

如图所示，2106 届毕业生就业职业类型分布排在前五位的是：基础办

事人员、经济业务人员、教学人员、金融业人员及办事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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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就业创业工作举措

一、加强组织领导，建立长效机制

（一）一把手工程

学校历来高度重视就业创业工作，坚定不移地实施“一把手”工程，

贯彻落实就业创业工作目标责任制，把就业创业工作列入学校重要议事日

程，把毕业生就业创业摆在学校生存发展的战略高度，放到学校改革发展

的全局来统筹安排。

（二）两级管理

学校成立由董事长、校长、党委书记担任组长，分管学工、教学、后勤的

副书记、副校长担任副组长，各职能部门、二级学院负责人为成员的就业

创业工作

（三）三大考核

建立健全就业创业工作考核长效机制，通过过程考核、结果考核和创

新考核对全校的就业创业工作进行综合评价，分类奖惩。定期举行毕业生

就业创业工作总结大会；坚持定期分阶段听取就业创业工作汇报；坚持每

月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就业创业工作。

（四）四项到位

学校独立设置就业创业指导与服务机构——就业创业与校企合作中

心，配备独立办公场所和专兼职工作人员，并设有独立的就业服务大厅、

招聘大厅、职业指导室、档案室等。真正做到“机构到位、人员到位、经

费到位、场地到位”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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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快校政企合作进程，共建产学研合作模式

截止 2016 年 12 月，校院两级共同建立 191 家合作单位。学校实行统

一管理与监督，二级学院与企业进行具体运作，主要包括教学课程开发、

学生实习实训以及双师型教师培养等实践教学基地与就业服务工作。学校

将每周四定为企业宣讲日，为企业提供专属服务，为学生量身制订应聘计

划。目前已邀请云南红河投资有限公司、星耀集团、云南冠江集团等 100

余家企业进校开展专场招聘，成功推荐1200余名毕业生到企业复试及试用。

2016 年 4 月 21 日，由云南省教育厅主办，我校及云南省大中专毕业

生就业服务中心联合昆明市劳动就业服务局共同承办的2016届云南师范大

学商学院专场双选会在我校慧宇楼广场举行。本次招聘会，邀请到昆明市

劳动就业局领导及团队亲临现场为毕业解答疑难，政策指导。云南省大中

专毕业生就业服务中心设点解读新的档案托管及户口托管的新政策，给学

生提供更多便利。邀请到 300 家用人单位到会进行招聘，提供 6000 余个工

作岗位。提供招聘岗位涉及企划宣传、网络运营、会计、人力资源、策划、

编辑、教育、文员、工程助理等职业领域，涵盖了计算机、通信、电子、

财经、外语、教育类、行政管理类、艺术设计类等专业类别，吸引了近 5000

余名毕业生前来应聘。此外，全年组织开展了 18场企业专场招聘活动；配

合高新区劳动就业服务局开展就业服务周活动；做好 2016 年西部地区面向

高校毕业生网上招聘月活动。

2016 年 9 月，与昆明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大学生创业园联合开展创新

创业政策宣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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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0 月，与重庆猪八戒网络有限公司签订了众创空间合作协议，

共同打造“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猪八戒线上实践平台”、“云南师范大学商

学院猪八戒创业园”两大创新创业平台；联合开发“创业孵化班”，并为选

拔孵化的 40个师生创业团队提供创业培训与支持服务，并使其在猪八戒网

络有限公司的协助下完成猪八戒网的注册开店。

同月，与云南珉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签订“中国传统民族手工艺”战

略合作协议，以艺术设计、产品设计、视觉传达、编辑学、广告学、市场

营销、电子商务等专业为基础，共同联合培养、合作办学，科研开发、成

果转化，打造“中国民绣创业示范园区”。

校政企合作单位一览表（部分）

序号 单位名称 对接学院 对口专业

1 联想集团 工程与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与技术

2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法学院 法学

3 信永中和（昆明）会计师事务所 会计学院 会计、财务管理

4 昆明市第十幼儿园 教育学院 学前教育

5 昆明高新区 教育学院 社会体育

6 云南省商务厅昆交会办公室 经济与管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经济学

7 云南省物产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经济与管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经济学

8 招商银行 经济与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电子商务、市场营销

9 云南佳能达医药有限公司 经济与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市场营销

10 抚仙湖悦春度假酒店 经济与管理学院 旅游管理

11 云南省博物馆 艺术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民间手工艺

12 云南电视台 艺术学院 音乐学、舞蹈学、舞蹈表演

13 云南省文化馆 艺术学院 音乐学、舞蹈学、舞蹈表演

14 云南省歌舞剧院 艺术学院 音乐学、舞蹈学、舞蹈表演

15 月牙塘小区 语言文学学院 汉语言文学、编辑出版学、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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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力推基层服务项目，增强扎根地方意识

引导学生主动参加三支一扶、西部计划、特岗教师、应征入伍等基层

就业，鼓励学生到国家急需人才的边远地区、艰苦地区工作，把实现人生

价值与国家的需要联系起来，2016 年，西部计划 3 人，三支一扶 11人，应

征入伍 66人，引导学生先就业再择业，促进就业率的提高。

按照《云南省教育厅 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云南省财政厅关于

做好 2016 年全省高校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发放工作的通知》文件要求，学

校积极组织，审核推荐 630 名符合条件的毕业生成功获得补贴资助，于 7

月底全部发放。

2016 年，学校按照教育部、省教育厅相关要求，积极动员鼓励毕业生

到基层就业，响应云南省关于鼓励云南籍毕业生“走出去”计划，获资助

学生 3 人。

根据2016年云南省大学生征兵工作电视会议——全国大学生征兵工作

座谈会暨网络视频会议和省征兵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精神,学校制定了本

年度征兵工作方案，明确二级学院 2016 年新兵拟征集任务数量，积极开展

本年度征兵工作宣传工作，举办了 2016 年大学生征兵宣传动员会，全校预

报名共有 145 人报名，经过初选筛查，有 91人符合入伍条件，最终毕业生

应征入伍 18人，在校生应征入伍人数 48人。

四、做好毕业生文明离校工作，加强就业创业思想教育

做好毕业生文明离校工作是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重要内容，能否做好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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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工作直接关系到学校的稳定和发展，为此，我校高度重视此项工作，明

确目标，精心组织，确实将毕业文明离校教育、就业创业咨询、离校手续

“一站式”服务等每一项工作落到实处。在毕业生离校过程中无就业创业

安全事故发生。2016 年 6月 23 日，学校顺利举行 2016 届毕业生毕业典礼

暨学位授予仪式以及 2015—2016 学年泰国留学生结业仪式。云南省教育厅

领导、云南省民办教育协会领导、云南师范大学领导、理事会领导、校领

导、学位委员会委员、职能部门负责人、各二级学院领导、毕业班辅导员、

全体 2016 届毕业生、泰国结业留学生、部分毕业生家长代表以及用人单位

代表共同见证了这一令人激动而难忘的时刻。学校为 4455 名毕业生以及 15

名泰国留学生颁发独具特色的“中国风”毕业证书，该毕业证书不仅造型

娟秀清新，还能实现“观看”学校“3D立体动图”的功能，令人眼前一亮。

学校再次为全体毕业生赠送了毕业戒指，送上真挚的毕业祝福，多家知名

媒体报道此项内容。

五、做好毕业生跟踪调查工作，做好困难学生就业帮扶工作

学校高度重视并认真做好特困家庭毕业生就业的服务工作。各二级学

院建立了毕业生就业数据库，对特困家庭毕业生登记造册，实行重点推荐，

开展“一对一”的服务。学校还制订了一整套关于资助贫困生的制度，建

起了特困生资助体系，通过“奖、助、贷、借、勤、补、减、缓”等多种

途径，帮助贫困生顺利完成学业，降低就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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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加大创业政策宣传力度，普及大学生创业政策

学校紧紧围绕人才培养目标，牢固树立“市场为导向，学生为中心”

的工作理念，以“确保毕业生充分就业和不断提高就业质量”为目标，以

“对内强化就业指导，提升学生自身就业竞争力；对外开拓就业市场，拓

宽就业渠道”为两翼，积极推进就业工作全程化、全员化、专业化和信息

化建设，加强就业创业政策宣传，做好就业创业指导、服务，多渠道解决

毕业生就业。学校在原有信息系统基础上，与时俱进，不断强化，设计改

版就业信息网，从外观、功能和服务等方面进行优化，同时融入时代元素，

开通了就业工作微信公众平台，发布相关就业政策和需求信息，多管齐下，

形成合力。

为贯彻落实《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

的实施意见》（云政发〔2015〕53 号）精神，全面推动“云岭大学生创业引

领计划”深入开展，学校从“无偿资助扶持”、“二次贷款扶持业务”、“大

学生创业场租补贴”、“大学生创业网店补贴 ”等方面，广泛宣传大学生创

业扶持政策，鼓励大学生创业，并积极推荐大学生创业者享受创业资金扶

持。根据《西山区大学生云岭计划创业扶持政策》通知要求，积极组织学

生参加西山区就业局实施云岭大学生创业引领计划宣讲会。

学校广泛开展创新创业实践活动，组织学生参加创业事迹报告会、创

业政策、就业指导等，鼓励学生充分利用国家促进创业优惠政策，勇敢地

自主创业。同时，学校为做好“就业服务季节”宣传活动，让学生能第一

时间了解、熟悉、掌握国家就业创业的优惠政策，就业创业与校企合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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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通过就业创业信息网、辅导员 QQ群、学生班级信息群、微信、微博、发

布就业创业各类宣传册等多种宣传媒体、手段，及时将国家、省市最新就

业创业政策宣传；发布企业招聘信息，做好校园招聘，搭建企业、学校、

学生就业沟通交流平台。

七、开展职业素养教育，提升就业竞争力

2016年，学校获得昆明市劳动就业局职业培训和创业培训500个名额，

全部用于应届毕业生的就业创业培训，包括茶艺师、育婴师、园艺师等职

业技能培训；通过校、院、班三级指导开展就业指导讲座、模拟面试、企

业宣讲等活动；在“责任心、事业心、自信心、规范意识、质量意识、沟

通协调能力”等职业素养教育方面，极大满足用人单位的需求，提高学生

就业能力。

毕业生模拟面试一直是我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重点工作之一。学校每

年向二级学院划拨 48元/生专项活动经费用于该项工作。各二级学院聘请

有经验的经理和人力资源总监等作为考官，通过考官和毕业生一对一面试，

毕业生能够检验自己的求职准备工作，同时也能在模拟面试过程中听取考

官的求职建议，从而提高自身的就业创业能力，为毕业生的最终就业打下

良好基础。

八、认真做好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

学校连续两年发布《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就业年度质量报告》，对就业

工作进行全面总结，从生源分布、就业地区分布、就业单位性质、就业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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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发展趋势、市场需求、工作举措、影响因素以及反馈评价等进行了全

面深入分析，并为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优化学科专业结构、改进人才

培养模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等方面的工作提供数据参考和依据。

九、加强创新创业师资队伍建设，深化人才培养体系，培养应用型人才

学校深入落实国家创业驱动发展战略，将创新创业教育贯穿于人才培

养全过程；持续探索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通过多种举措开展创新创业实践；

围绕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布局，结合学校办学特色，全力扶持大学生进

行创新创业实践。学校以向应用型大学转型为契机，在人才培养方案指导

性意见中已明确提出“加强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建设”，推进和深化创新

创业教育的开展，与政府、企事业单位、行业团体密切合作，协同育人，

构建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体系、充分利用二课堂，利用优秀的校友资源，

营造了良好的创新创业氛围。

学校构建由“通识教育+专业教育+非专业素质教育+创新创业教育”构

成的创新创业课程体系，完善由“必修课程、选修课程、实践课程、素质

课程”等在内的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优化由“理论、实践、实务”在

内的创新创业教育内容体系，夯实由“学生创业工作室、学院创业工作站、

学校创业园”校院联动的创新创业平台建设。学校目前开设《创业精神与

实践》（慕课）、《大学生 KAB 创业教育基础》、《成功创业教育》（慕课）、《创

业实战》，采取线上线下结合课程设置。同时增设创新创业必修课程，旨在

对所有在校生进行创业启蒙教育，激发大学生创新创业兴趣和创新创业热

情。开设就业创业指导课程，通过创业带动就业，实现就业与创业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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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和就业指导》必修课程分为《大学生职业生涯规

划》和《大学生就业指导》两门课程开设，同时各二级学院根据专业特色，

开设 N 模块（就业、创业、出国、升学等）选修课程，4学分。

学校建立了校、二级学院、教师、辅导员“四位一体”的创业教师队

伍，构建了“全面普及+重点选修+创业培训”的创新创业教育模式，选聘

有创业经验的优秀校友组成“创业导师团”，组建了由校外企业家和校内创

业辅导员担任的创业导师团队，校外企业家 20余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从

2015 年开始，学校制定了教师进企业挂职锻炼制度，为专业教师到企业顶

岗实践创造了条件，截止目前共有 144 名教师参与其中，同时，安排学校

领导、中层干部、专职教师、辅导员参加“高校创业指导师”、“云南省高

校创新创业教育培训”等，推进教师的转型。目前，学校已建成由 10名创

新创业教育专职教师、就业指导专职教师，113 名创新创业校内外兼职导师

组成的创新创业教师队伍。2016 年，我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省级立

项 20项，国家级立项 6 项。

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 2016 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国家级立项名单

项目

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

型

项目负

责人姓

名

指导教

师姓名

项目所

属一级

学科

项目简介

20161

33300

01

混合现实技

术在少儿教

育中的应用

创新训

练项目
欧清铧 吴阳清 管理学

本项目把 ar、vr 技术应用到少儿教育中，并把

leap motion 设备的手势识别和 unity 3d 技术

结合。通过触发场景中或场景中的三维物体各

种预先设定好的事件。让孩子体验沉浸式的学

习方式，沉浸式的学习方式让孩子像玩游戏一

样沉浸于某个场景中去学习。项目的创新点包

括：leap motion 手势识别，加上虚拟世界的场

景：unity 3d 实时三维场景，两者的合并(混合

现实（Mix reality，简称 MR）)，实现虚拟与

现实的交互，是人机交互的全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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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

33300

02

互联网+环

保机制木炭

创业训

练项目
李晶 李瑞 管理学

该项目主要以生产机制木炭和销售机制木炭。

产过生程包括 6 个环节：原材料采购¬--干燥--

制棒成型--炭化--包装入库---销售，整个生产

过程无废水，无废气，无废渣。生产过程中产

生的碎炭，将销售给附件的农业用户作为改良

土壤环境，还有一部分将进行包装成活性炭。

发展循环经济，循环利用是我公司实现可持续

发展的重要方式。以资源节约、资源综合利用、

清洁生产为重点，通过调整结构、技术进步和

加强管理等措施，大幅度减少资源消耗、降低

废物排放、提高劳动生产率。

20161

33300

03

AR、VR 摄影

摄像工作室

创业实

践项目
申时旺 李亚东

电子与

通信技

术

该项目旨在为在校师生提供摄影、摄像、平面

设计服务，将传统的摄影工作室和增强现实、

虚拟现实、全景拍摄、航拍、互联网相结合。

AR\VR 摄影摄像工作室首先建立在传统的摄影

摄影上；视频拍摄制作；为个人或组织拍摄宣

传片、VCR，为教育从业者录制微课、慕课；录

音、证件照、集体照、写真、照片冲印。该项

目创新点和核心竞争在于全新的增强现实摄影

摄影摄像、虚拟现实摄影摄像，全景摄影摄像

表现的研究。

20161

33300

04

智能家居检

测系统

创新训

练项目
黄儒俊 张洋

电子与

通信技

术

该项目的智能家居检测系统基于 STC 系列单片

机制作的能自动检测空气并能自动灭火的系

统，通过检测温度、湿度、烟雾浓度和紫外线

强度，然后把检测到的信息上传至网络，如探

测到火灾，就会把报警信息发送到主人的手机，

并提醒主人家中可能有火灾发生，请快快回家。

这个智能家居检测系统对现代社会来说，是很

有必要性的，未来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20161

33300

05

DIY 主题烘

焙坊

创业训

练项目
次晓璇 方惠琼

电子与

通信技

术

该项目所经营的是提供原料、工具、场地，并

且专业指导顾客自己制作的蛋糕店。特色：1)

蛋糕的图案设有不同的主题风格，如风景、动

漫、人物形象等供顾客选择。2) DIY 产品种类

丰富,面包、饼干、蛋糕、巧克力的制作均可由

顾客选择。3)口味多样化，运用不同的原材料

带给顾客不同口味的享受。4)考虑到纪念意义，

我们还会将顾客制作时的精彩瞬间拍摄下来，

留作纪念。

20161

33300

06

神采英文戏

剧工作室

创业实

践项目
陈序园

Benjami

n

水利工

程

该项目是体验不同生活，追求生命美好。它用

英语戏剧作为英语学习的一个工具，在英语戏

剧学习的过程中，着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

同时唤醒孩子对情感语言的领悟力，更有体温

地感知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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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 2016 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省级立项名单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申报类别
所属一级学科名

称

项目负责人

姓名

项目指导教

师姓名

申请资助金额

（其中需省资

助）

1
混合现实技术在少儿教育中

的应用
创新训练项目

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
欧清铧 吴阳清 2万（1 万）

2 互联网+环保机制木炭 创业训练项目 管理学 李晶 李瑞 2万（1 万）

3 AR、VR 摄影摄像工作室 创业实践项目
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
申时旺 李亚东 2万（1 万）

4 智能家居检测系统 创新训练项目
电子信息科学与

技术
黄儒俊 张洋 2万（1 万）

5 DIY 主题烘焙坊 创业训练项目 工商管理 次晓璇 方惠琼 2万（1 万）

6 神采英文戏剧工作室 创业实践项目 教育学 陈序园 Benjamin 2 万（1 万）

7
昆明创海传媒有限公司创业

计划
创业实践项目 工商管理 黄薪蓉 王崇文 2万（1 万）

8 艺术世家建材 创业实践项目 管理学 安冬 李瑞 2万（1 万）

9 Dormitory Life 创业训练项目 工商管理 罗艺 袁敏 2万（1 万）

10 7 文化创意工作室 创业训练项目 文学 沙权 邓素娟 2万（1 万）

11 越南小卷粉 创业训练项目 工商管理 蒋娜 朱光 2万（1 万）

12
打造 O2O 模式下昆明私教健

身市场
创业训练项目 工商管理 张宸恺 施雪兰 2万（1 万）

13 休闲花茶吧 创业训练项目 工商管理 黄小群 孟柱林 1.8 万（0.9 万）

14 半糖之恋鲜花黑糖工坊 创业训练项目 财务管理 余佩 王妤立、刘芳 2万（1 万）

15 绿源豆制品公司 创业训练项目 经济学 刘怡 周芸韬 2万（1 万）

16 信值校园服务平台 创业训练项目 管理学 陈红石 陈选勇 2万（1 万）

17 Lo-Cal 餐饮店 创业训练项目 工商管理 赵梓仪 孟柱林 2万（1 万）

18 沼洼帝国 创业训练项目 工商管理 董浩 马佳 2万（1 万）

19 家族 APP 创业训练项目 工商管理 李飞驰
李尚钰、李

赟、熊仁莉
2万（1 万）

20 格子奶茶 创业训练项目 管理学 陈世鑫 唐斌 2万（1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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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学校荣获中国民办教育协会高等教育专业委员会“创新创业

教育课程建设奖”。

2016 年，学校经济与管理学院获批“2016 年云南省本科高校创新创业

教育改革试点学院（系）建设项目立项”。

2016 年云南省本科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试点学院（系）建设项目立项名单

序号 学校名称 学院（系）名称 项目负责人

1 云南大学 工商管理与旅游管理学院 姚建文

2 昆明理工大学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林连兵

3 云南农业大学 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 郭华春

4 云南警官学院 治安管理学院 段艳艳

5 昆明学院 信息技术学院 刘渝妍

6 玉溪师范学院 商学院 李崇科

7 楚雄师范学院 美术与艺术设计学院 王建才

8 红河学院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刘艳红

9 保山学院 珠宝学院 祝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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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文山学院 政法经济学院 蒋鸿

11 昭通学院 物理与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卢巧

12 普洱学院 政法学院 段砚

13 昆明理工大学津桥学院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杨承志

14 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 工商管理学院 赵宗泽

15 云南工商学院 信息工程学院 李国彬

16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财经商贸学院 孙明山

十、搭建校园创新创业平台，培养学生创新创业能力

学校以“众创空间”建设为依托，加快推进创新创业教育。2015 年 11

月，学校向云南省科技厅申报“云科杨林职教众创空间”，获得立项，向云

南省人社厅申报“校园创业平台”，获得立项。学校依托两个创新创业平台，

总计获资 120 万元。结合学校已开展的“创新创业教育”，学校进一步整合

资源，“众创空间”与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相结合，创新创业项目与创新创

业课程相结合，线上培训与线下辅导相结合，全面升级创新创业教育。众

创空间场地面积达 1978.3 平方米。现已具备完善的公共设置及基础条件，

水、电、通讯设施齐全，并实现高速宽带网络全覆盖。已有规范的管理制

度——《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众创空间运营管理制度》、《云南师范大学商

学院众创空间入驻协议》、《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众创空间公用场地使用管

理办法》等，明确了众创空间将致力于推动创新创业教育和创新文化的发

展，整合人才和资源优势，鼓励创业带动就业，打造技术创新，为广大创

新创业者提供良好的工作空间、网络空间、社交空间和资源共享空间。同

时建立了师生创业团队准入、考核等机制。学校现有创新创业团队 88个，

“创客工作室”5 个，入驻众创空间的团队 11个，分别是“拙•椅”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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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霓印象”设计、脸谱工艺、青云陶瓷、善唯视觉、天著影视、“一物一

述”木艺、扎染工艺、“7”文化、“哟你”电商，“Muse”摄影，有专门的

学生负责人、创客导师，目前运行情况良好。为进一步做好众创空间服务

师生与运营管理，组建“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青年创新创业社团”（简称：

云青双创汇）、牧风拓业协会、大学生兼职创业实践社，激发在校学生的创

新意识、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和增强创业信心；同时，由就业创业与校企合

作中心、各二级学院共同组织开展 30场就业创业教育讲座，提升了学生的

创新意识、创业精神和社会责任感。

十一、开展创新创业实践活动，增强学生创新创业实践能力

学校连续多年积极组织引导学生创业团队、企业参与不同形式的创新

创业实践活动，鼓励学生投入到“互联网+创业大赛”、“创青春”、“蒂朗杯”

创业大赛、“微商大赛”、“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等活动中，引领广大

学生走在创新创业创优的前列，充分学习创新创业新思维，并有效帮扶部

分创业项目落地。

2016 年 3 月至 5 月，学校举办了 2016 年“蒂朗杯”大学生创业大赛。

经过初赛、复赛，从报名参加的 60支参赛队伍中，遴选出 10支创新创业

项目团队进入决赛。申时旺“缪斯摄影工作室”创业方案获本次大赛一等

奖；李晶组“环保机制木炭”项目和陈序园组“英文戏剧社”项目荣获二

等奖；黄薪蓉组“昆明创海传媒有限公司创业计划”、安东组“艺术世家装

饰建材”及景磊组“山里源”项目荣获三等奖。

2015 月 10 月-2016 年 6月，由教育厅主办、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昆



2016 年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

31

明成名广告有限公司承办的第二届中国微商创业大赛昆明赛区校园大赛顺

利举办。大赛历时 8 个月，共有来自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云南大学、云

南农业大学、云南城市建设职业学院、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等 7所高校

的 128 支团队、2000 余名学生、20名留学生积极参赛。经过层层选拔，共

有 21支团队进入总决赛。最终，会计学院 Touch Life 战队斩获金奖，艺

术学院艺微商战队、工商管理学院 666 战队获得银奖；工商管理学院 Future

My Star 战队、教育学院李晶战队、经济与财务管理学院小巨人战队获得铜

奖，工商管理学院生活小铺战队获优秀奖。

2016 年 6月 24 日，由云南省教育厅主办的“云南启迪杯”第二届云

南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现场路演金银奖决赛暨颁奖典礼在

云南大学“云大启迪 K众创空间”举行。经过激烈的角逐，我校三个进入

决赛的项目荣获金奖 1项、银奖 2 项、铜奖 3项。经过校内初赛、甄选，

我校共有 6个创新创业项目参加云南省的比赛，经过网络评审，3个项目入

围现场决赛，通过项目展示、现场答辩、路演等环节，我校参赛项目《互

联网+环保机制木炭》（负责人：市场营销专业李晶、曹玲，指导老师：李

瑞）荣获创意组金奖；《云南年冠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负责人：物流管

理专业董洁，指导老师：赵宗泽）荣获创意组银奖；《长江上游珍稀特有

鱼类资源保护与开发》（负责人：市场营销专业包圆，指导老师：赵宗泽）

荣获初创组银奖。此外，《山里源有机循环农业项目》、《快易点外卖平

台》2 个项目荣获创意组铜奖。

2016 年 10 月 16 日在“第二届云南省创新创业大赛暨第五届中国创新

创业大赛云南地区赛”中，我校毕业生包圆创业项目“互联网+长江上游（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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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江）珍稀特有鱼类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开发”项目荣获初创组一等奖，并

代表云南省入围第五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

2016 年 7月，在“移动 4G+”—“创青春”云南省创业大赛中，“云南

年冠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项目获银奖；“互联网+环保机制木炭”项目、“杨

林职教园区大学生兼职平台”项目获铜奖；“速递网”项目获优秀奖。

十二、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拓展海外就业市场

学校以云南努力成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

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为契机，积极与国外高校、国际组织、地区组织和

民间双边合作，初步形成了全方位、多渠道的对外交流与合作的国际格局。

与美国、韩国、泰国、越南、印度等 8 个国家和地区的 50多所高校及教育

机构签署了合作备忘录；与泰国驻昆总领馆、韩国驻成都总领馆、美国 GEMS

全球教育医疗服务组织、泰国正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泰国春武里府政府、

韩国大韩航空驻昆办、韩国总商会驻昆办等与 5 个国家的 7个相关部门建

立了国际校企合作机制，开创了“政府-企业-高校”合作的新模式。2016

年，学校派遣六批 50余名师生参加“加拿大中国青年领袖海外训练营”团

队、派遣两期 30余名师生参加“美国科技文化体验营”、派遣两期 20余名

师生参加“英国文化体验营”，到加拿大、美国、英国等地进行跨地域、跨

国界、跨文化的深度体验，树立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知行观，2016 届毕

业生到英国、澳大利亚、韩国、泰国、越南等国留学，共计 12名；连续多

年，坚持做好赴泰汉语教学志愿者工作，累计派出 2000 余名学生，为大学

及职业生涯累积资产，截止目前，在泰就业创业学生达 60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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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搭建校友交流平台，促进学生就业创业发展

2016 年 4月 29 日，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校友会正式成立。校友会的

成立，能够有效整合校友资源，进一步提升学校的影响力，同时也给各届

校友搭建一个与母校联系的平台，搭建一个校友之间相互帮助、交流信息、

资源共享、联络感情的平台，让想法与资金对接，使项目按市场化的方式

推进。同时，建立校友信息库，实现互联互通；进行资源展示；校内与校

外进行双向互动交流，让学校的社会化程度提高，从而促进学生就业创业

发展。截至目前，通过校友自主创办的公司、推荐就业的学生人数近 100

人。

十四、加强就业创业理论研究，提升教师教育工作水平

学校在提升教育教学水平的同时，鼓励师生积极开展创新创业教育的

科学研究和理论研讨。

在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 2016 年校级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评选中，院长

王昆来《以“学生为中心”的本科教育变革——构建与管理》、经济与管理

学院赵宗泽《“以学促赛，以赛促教”创新创业体系构建》荣获学校 2016

年高等教育教学成果评选一等奖；艺术学院李运谱《创意会泽主题设计活

动》、经济与管理学院姜昱霞《以赛促学教学与实践》荣获二等奖；语言文

学学院宁凡《产教融合视阈下编辑人才培养的教学改革与实践》、工程与信

息学院李亚东《无人机技术专业社团建设成果》荣获三等奖。

同时，推荐教师参加校外高层次培训。2016 年，学校推荐二级学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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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创新创业教育党总支书记、副院长共计 5人参加了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

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举办的高校创业指导师培训，考核合格，获得“高

校创业指导师资格证书”；推荐就业创业与校企合作中心专职人员、教学科

研事务部专职人员共计 8人参加了云南省教育厅举办的高校创新创业教育

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高端培训，考核合格，获“云南省高校创新创业教育

培训合格证书”。

2016 年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就业创业理论研究成果一览表

序

号
论文名称 作者 发表刊物

1 “一带一路”视野下的中国—南亚区域合作:进展及挑战 王欢欢 实事求是

2 我国跨境电商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郑宇

喻晓燕
技术与市场

3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英语+小语种的复合应用型人才培养 王丽 高教学刊

4 云南省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分析
段淑芬

彭哨
科技经济市场

5 独立学院学科专业建设研究动态探析 刘明维 教法研究

6 金融类大学生创业理论与实践结合研究
王妤立

刘芳
实证分析

7 “以学生为中心”的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构建初探
田志军

黄凤英
教育科学前沿

8 论信息技术在现代餐饮业中所扮演的角色 曾真 商业流通

9 高职院校校企联合培养制度的激励兼容机制研究
墨绍山

何佩
社会服务

10 经管类学生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的融合研究 李迪 同行

11 大学生自主创业融资问题与建议 王妤立 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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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就业质量相关分析

为了更贴近的服务于毕业生，深入了解用人单位的真实状况，科学把

握毕业生就业工作规律，不断提高就业服务质量和工作水平，调整专业设

置和专业方向，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学校从 2005 年开始对毕业生、家

长、用人单位进行跟踪回访，平均回访率超过 60%，平均满意度超过 90%。

本部分呈现的是针对已经毕业一年的2015届毕业生和部分用人单位的调查

情况。

一、调查对象

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 2015 届全体毕业生、毕业生家长及毕业生就业单

位的直接领导、人力资源部人员。

二、调查方式

针对毕业生、毕业生家长及用人单位的领导、人员开展的调查方式有

电话回访、信函回访、网络回访等方式。

三、调查结果

2016 年，学校依照常规对毕业生、家长和用人单位进行了回访，发放

问卷 4200 份，收回有效问卷 3960 份，回访率为 94.29%。各二级学院的回

访率均超过 60%。经济与财务管理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均完成了 90%以上的

回访率。下表为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 2015 届毕业生跟踪回访率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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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 2015 届毕业生跟踪回访率统计表

序号 二级学院 专业 人数 合计 回访人数 合计 回访率

1
经济与财务

管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289

945

250

902

86.51%

95.45%财务管理 553 552 99.82%

经济学 103 100 97.09%

2
工商管理学

院

工商管理 378

629

376

623

99.47%

99.05%

市场营销 76 75 98.68%

电子商务 70 68 97.14%

旅游管理 40 40 100.00%

公共事业管理 65 64 98.46%

3
语言文学学

院

汉语言文学 326

586

232

422

71.17%

72.01%

广告学 30 21 70.00%

英语 151 113 74.83%

朝鲜语 19 13 68.42%

泰语 60 43 71.67%

4 艺术学院

艺术设计 339

566

252

444

74.34%

78.45%

美术学 56 42 75.00%

舞蹈学 35 35 100.00%

音乐学 136 115 84.56%

5 教育学院

学前教育 340

451

200

271

58.82%

60.09%

社会体育 111 71 63.96%

6
工程与信息

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97

128

56

77

57.73%

60.16%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31 21 67.74%

7 法学院 法学 354 354 226 226 63.84% 63.84%

8 会计学院 会计学 1108 1108 995 995 89.80% 89.80%

总计 4767 4767 3960 3960 83.07% 8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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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满意度分析

下图为 2015 届毕业生跟踪回访满意率统计总体情况，8 个二级学院毕

业生满意率、家长满意率、用人单位满意率结果如下。

1.毕业生满意度分析

通过下图所示，经济学、旅游管理、舞蹈学、法学、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等专业的毕业生对学院总体评价为满意的占比达

到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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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家长满意度分析

通过上图以看出，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旅游管理、音乐学、计

算机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等专业的毕业生家长对学院总体评

价为满意的占比达到 100%。

3.用人单位满意度分析

通过下图 2015 届毕业生用人单位满意率可以看出，我校大部分专业毕

业生的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满意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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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毕业生对工作的满意度

上图为 2015 届毕业生对自己工作满意度分析的情况，其中，毕业后对

自己工作很满意的占 52.32%，满意的占 39.61%，整满意度超过 90%。

（二）薪酬水平

1.毕业生毕业一年后年收入水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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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专业收入水平分析

（三）专业对口度

1．毕业生所学专业与工作内容的匹配度

下图为 2015 届毕业生所学专业与工作内容匹配程度的分布情况，可以

看出，匹配和基本匹配的程度超过 70%。



2016 年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

41

2.各专业毕业生所学专业与工作内容的匹配度分布

下图为 2015 届毕业生所在专业与工作内容的匹配程度，会计学专业、

财务管理专业、法学专业、汉语言文学专业、工商管理专业等的匹配程度

较高。



2016 年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

42

第四部分：就业发展趋势分析

一、近四年的就业情况

（一）近四年毕业生人数

如图所示，从 2013 年到 2016 年，我校毕业生人数呈现增长趋势，尤

其是 2015 年的毕业生人数创学校建校以来最高。

（二）近四年来毕业生初次就业情况

如图所示，我校近四年毕业生初次就业率均在 80%以上（初次就业率统

计截止时间为每年的 8 月 31 日），且逐年递增，就业人数也呈现出上涨趋

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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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近四年来毕业生年终就业情况

如下图所示，我校近四年毕业生年终就业率统计情况如下，近四年的

年终就业率均超过 96%，且也呈现了增长趋势，就业形势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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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就业分布的趋势研判

（一）中小微企业是仍是毕业生就业首选

中小微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近三年我校毕业

生在中小微企业就业的分布主要集中民营企业、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等类

型。今后中小微企业也仍旧是我校毕业生就业的首要选择。

（二）大力鼓励毕业生以基层就业、应征入伍、自主创业拓展就业渠道

近年来，为落实国家号召大学生创新创业及到基层发挥更大作用的指

示精神，我校为提高毕业生就业质量和就业层次积极提升学生对创新创业、

基层就业的认识，加大对国家创业创业优惠政策、基层就业政策的宣传力

度，鼓励毕业生以创新引领创业、创业带动就业，推动我校毕业生更高质

量创业就业。

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近三年基层项目、征兵入伍、自主创业情况统计表

项目

人数比例

年度

年终就业

人数合计
部队 基层项目 自主创业

2013
人数

3015
7 90 44

比例（%） 0.23 2.99 1.46

2014
人数

3374
4 15 47

比例（%） 0.12 0.44 1.39

2015
人数

4722
11 115 56

比例（%） 0.23 2.44 1.17

2016
人数

4418
18 17 29

比例（%） 0.41 0.38 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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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鼓励毕业生升学考研和出国也是我校努力的方向

我校一直以来都大力鼓励毕业生考研、继续深造或者是出国。一方面

学校积极为毕业生提供图书馆、自习室作为复习场地，另外一方面，我校

也对毕业生考取硕士研究生的学院及学生有一定的物质奖励。对于出国的

同学也同样积极提供相关就业服务。以下表为我校近四年升学、出国人数

情况汇总表。

云南师范大学商学近四年院升学、出国人数情况汇总表

项目

年度
升学 出国 备注

2013 人数 35 20 统计时间截止到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4 人数 47 10 统计时间截止到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5 人数 48 23 统计时间截止到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6 人数 35 4 统计时间截止到 2016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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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对学校人才培养的反馈

为完善毕业生、毕业生家长、用人单位对学校人才培养的反馈，学校

在每年开展的毕业生跟踪调查回访中也设置了相关人培养放模式、教育教

学内容等方面的问题，根据收回有效问卷的整理，得出以下反馈信息。

一、毕业生对学校教育教学的反馈

（一）毕业生认为在校期间教学环节对工作影响最大

通过图下图可以看出，47.6%的毕业生认为在校期间对工作影响最大的

教学环节是实习实践。

（二）毕业生认为学校对毕业生的培养重点

下图为毕业生认为学校应该对学生培养的重点在基础理论、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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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能力、实践技能、人文素养，通过统计数据反映，仍旧是对专业知识

和实践技能选择比较多。

（三）毕业生认为学校应该在教学方面加强的环节

通过下图所示，毕业生认为学校应该加强的教学环节为专业实验或实

习，此外依次是培养目标、专业设置、课程设置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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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用人单位对学校人才培养的反馈

（一）用人单位认为我校毕业生的表现较强的能力

下图为用人单位认为我校毕业生在交流表达能力、人际交往能力、沟

通协调能力等方面都表现较为不错。

（二）用人单位认为我校毕业生应该加强的方面

通过用人单位的反馈，可以看出用人单位希望毕业生在参加工作时能

够拥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其次用人单位认为学生应该加强的分别是社会活

动能力、专业技能及道德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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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用人单位对学校教育教学的建议

用人单位被调查受访者提出的建议：

1．学校应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工作能力、沟通表达能力、独立完成工

作的能力等。

2．要让学生加强实习实践，让学生走出教室，接触社会，融入企业，

增加更多的实习实践锻炼机会。要学会理论结合实际，能在锻炼的过程中

查缺补漏，不断提高学习的效率，增加实习实践工作经验。

3．学校要开展与校企合作，引企业入校，能够让企业承担一些实践教

学工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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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2016 年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主要媒体报道

※[新浪网]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举办 2016 届毕业生双向选择洽谈会

2016-04-21

※[中国教育在线]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校友会成立 2016-04-29

※[光明日报•光明网]师大商学院 2016 年创业大赛开赛 2016-05-03

※[云南网•视频新闻]云南师大商学院举行 2016 届毕业生毕业典礼暨学位

授予仪式 2016-07-07

※[海外网]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与猪八戒网签订合作协议 共建大学生众创

空间 2016-10-18

※[新华社]云南省 2017 届民办高校综合类毕 业生双向选择洽谈会在昆举

办 2016-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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