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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优化高等教育结构提升大学生就

业率”逐渐成为高等教育理论研究领域和实践工作

中的一种新提法，国家社科基金、全国教育科学规

划、乃至教育部人文社科均有众多相关课题获得立

项，各期刊类似主题的学术文章亦不在少数，且还

呈逐年增长趋势。显然，优化高等教育结构、提升

大学生就业率已然成为一个较具共识的惯用表述和

研究热点，但优化高等教育结构究竟能不能提升大

学生就业率？优化高等教育结构为什么可以提升大

学生就业率？如何通过优化高等教育结构来提升大

学生就业率？对于这些问题，理论层面的解答仍旧

不太明确，甚至是相对空白。由此也导致“优化高

等教育结构提升大学生就业率”在理论认知上莫

衷一是，现实操作中导向不明，实践成效上进展缓

慢。为此，本文特对如上问题做集中阐释，力使通

过相对系统的理论探讨，为现实的高等教育结构调

整实践及大学生就业问题求解提供相应参考。

一、内在逻辑：优化高等教育结构

是否可提升大学生就业率

优化高等教育结构提升大学生就业率是一个隐

含式的假设命题，其深层含义在于“高等教育结构

优化与大学生就业率间存在一定联系，基于这种联

系，通过高等教育结构的优化可以促进大学生就业

率提升”［1］。从语意上看，“优化高等教育结构提

升大学生就业率”这一提法涉及“两个事物”“一

组关系”。“两个事物”即“高等教育结构”和

“大学生就业率”；一组关系即“高等教育结构的

优化”与“大学生就业率的提升”，且这组关系是

前一事物促进后一事物的关系。从理论上看，因为

“高等教育结构”“大学生就业率”两个事物都是

现实存在的，所以，若能证明“一组关系”是成立

的，则可得出“高等教育结构的优化可以促进大学

生就业率提升”的结论。在这一点上，以下视角可

提供分析辅证。

（一）从系统科学的角度看

“系统科学认为，任何事物都可以看成是一个

系统，而且首先是作为一种“自成系统”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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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一种有着自身独特结构的系统存在”［2］。基于

系统科学的认识，“高等教育结构”与“大学生就

业”均是具有独特结构的系统。进一步从上位系统

角度看，“高等教育结构系统”“大学生就业系

统”是“高等教育系统”与“产业系统”在高等教

育活动这一主线上形成的两个彼此联系、存在一定

交集的子系统。因此，高等教育结构系统和大学生

就业系统间必然存在着以高等教育活动为纽带的物

质、能量、信息交换，且会因这种系统间的交互而

在一定阀值内形成共生的稳态运营。在理论上，这

种稳态运营的实现将直接取决于“高等教育结构”

和“大学生就业率”的协同。换言之，只有当高等

教育结构的优化能够提升大学生就业率，以及大学

生就业率提升能够促进高等教育结构优化时，高等

教育活动才能发展得好，高等教育系统、产业系统

才能彼此促进。从这个意义上看，只要高等教育活

动的发展是正向的，高等教育系统与产业系统的互

动是良性的，“高等教育结构优化”与“大学生就

业率提升”间的关系就会是彼此促进的。显然，尽

管现实中也存在诸多影响高等教育系统和产业系统

良性互动的因素，但近年来高等教育在各国经济社

会发展中的巨大促进作用已然表明：高等教育系统

与产业系统是可以良性互动的，这种良性互动可从

根本上佐证“优化高等教育结构提升大学生就业

率”的理论可能。

（二）从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看

在高等教育的实践运行中，“高等教育结构”

因高等教育活动而生，其涵盖在高等教育活动之

中，是高等教育系统的组成部分，而大学生就业率

（或者说大学生就业）则是高等教育活动的结果延

伸，是大学生这一角色属性从高等教育系统向行业

系统（劳动力市场）的过渡。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

表明，教育一方面要受经济、政治、文化等的制

约，另一方面也会对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的

发展起作用。［3］13从这一规律来看，高等教育结

构一方面要受大学生就业的制约，但另一方面也会

对大学生就业起作用。进一步从高等教育活动“输

入—培养—输出”过程看，在可支配教育资源和人

们理想高等教育需求的调和下，高等教育活动的输

入及其培养过程耦合为高等教育结构，所输出的高

等教育人才培养活动结果则主要表征为大学生就

业。在这一主线上，先有以“输入”和“培养过程”

统合成的高等教育结构，进而才有了以“输出”为表

征的大学生就业。故在理论上，“输入过程+培养过

程”的优化必然可以促成输出结果的优化。以此来

看，高等教育结构优化至少是大学生就业率提升的充

分不必要条件，由此也佐证了“高等教育结构优化可

以促进大学生就业率提升”的基本论断。

二、作用机理：优化高等教育结构

为何能提升大学生就业率

虽然造成我国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多种多样，

但从根源上来说，主要还在于高等教育结构、投资

结构以及由此形成的产业结构之间互相“错位”所

致。［4］前述分析表明，优化高等教育结构提升大学

生就业率的问题，本质上也就是寻求“高等教育结构

系统”与“产业结构系统”之间良性互动的问题。从

逻辑起点、逻辑中介两个维度，集中阐述。

（一）高等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相互影响、互

为制约

在高等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上，一方

面，产业结构制约着一国（或地区）的高等教育结

构；另一方面，合理的高等教育结构可以通过满足

一国（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对不同学科、专业、

层次人才的需求，反作用于一国（或地区）产业结

构的调整。［5］12

1. 产业结构制约着高等教育结构

产业结构一般包含“产业结构本身（产业构

成）、技术结构（劳动力技术结构）、产业布局、

产业组织以及产业链”五个基本要素［6］，在这五个

要素中，前三个要素与社会生产的“一般分工、特

殊分工”联系尤为紧密，明显具有“通过为高校毕

业生提供就业岗位而制约高等教育结构”的功能导

向。其具体表现为：

一是产业构成制约着高等教育专业结构。产业

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为其他社会子

系统提供物质资料支持，也为高等教育输出端提供

人力资本转化的平台。典型的如为高等教育毕业生

提供就业岗位，尤其在高等教育不断融入人们社会

生活的今天，这种以岗位供求变化为纽带的关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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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更是极为明显。现实中，大学毕业生的结构性失

业、就业市场上人才的结构性短缺均源于这种岗位供

求的弹性。具体到产业构成这一要素上，高等教育发

展的历史表明：一国或地区的国民经济产业构成制约

着该国（或地区）的高等教育专业结构，产业结构调

整是高等教育专业结构调整的推动力。［5］13产业结构

的变化必然要求高等学校新增加或设立那些能够满

足产业结构发展要求的学科专业，削减或取消那些

不适应产业发展趋势的学科和专业。［5］13

二是技术结构制约着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任

何社会生产活动的进行都是以“生产资料”和“人

类劳动”相互结合为前提。在“生产资料”和使用

这些生产资料的劳动力之间，不仅存在着一定的数

量关系，而且还存在着一定的质量关系。“不同的

社会发展阶段或不同的经济部门，因其所使用的生

产资料的数量和质量差异，对劳动者受教育程度和

技术水平的要求也不尽相同。一般而言，生产资料

越多、质量越高，对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和技术水

平（结构）的要求也就越高”。［7］从这个意义上

看，社会生产部门需要什么样的技术结构，无疑也

就需要人才市场为之提供相应结构的劳动力支撑。

而除去长期社会劳动累积而成的劳动力技术结构构

成外，其他劳动力技术结构的组成人员大多直接来

源于高等学校的人才输出。以此观之，产业部门的

技术结构无疑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高等教育的层次

结构。

三是产业布局制约着高等教育的布局结构。对

一个国家（地区）而言，产业发展必然会在其次级

区域间形成不同的布局状态。就我国来看，传统老

工业基地总体上属于资源密集型产业，珠三角属于

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长三角属于资金密集型产业；

从区域层面看，以上海为例，张江属于技术密集型

产业，崇明岛属于资金密集型产业，等等；更进一

步看，在同一地区同一类型的产业中，其又可细分

出烟草产业、旅游产业、生物产业、能源产业、汽

车产业、钢铁产业、花卉产业、信息产业、金融产

业等多个不同类别，而不同产业类别对人才的需求

存在明显差异，这种差异既有数量上的差异，也有

质量上的差异。就一国（或地区）的不同产业部门

而言，其为高等教育输出端所提供的就业岗位也因

此表现出质量、数量及其类型的差异，因而也就

要求区域内的高等教育为之提供不同层次、不同数

量、不同专业类型的毕业生［8］39，尤其从地域型高

等教育［9］的角度看，产业布局制约高等教育布局结

构的效应则更加凸显。

2. 高等教育结构影响着产业结构

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三大职能引

领下，高等教育通过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开展决策

咨询及科研成果转化等多种方式直接或间接服务于

人类社会生产生活。在这一过程中，高等教育人才

培养的规格、类型、数量直接影响到相关产业部门

人才供给的规格、类型、数量，进而在相当程度上

制约着一国（或地区）的产业结构。

一是高等教育的专业结构影响着产业构成。高

等教育的专业结构从高级专门人才供给上直接决定

了其为相关产业部门所提供人才的专业构成。在人

类社会生产离不开“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结

合的前提下，对任何一个产业部门而言，没有相应

的劳动者，也就不可能有这个产业的存在和发展。

在社会生产部门对劳动者综合素质要求不断提升的

“产业结构高度化”时代，高等教育不同专业的人

才供给在极大程度上影响着相关产业的发展。尤其

对于诸如“高新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

药产业、电子信息产业、人工智能、大数据发掘应

用”等专业化程度较高、岗位人才需求专门性较强

的产业来说更是如此。［8］44

二是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影响着技术结构。在

一般情况下，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着经济发展

对各级技术人才的需求比例，从而影响社会的劳动

力技术结构。在不考虑固有劳动力技术人才（含未

接受过高等教育但通过长期劳动实践获得高层次劳

动技能的人员）的情况下，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直

接制约着社会生产部门中的劳动力技术结构，进而

影响和制约着作为产业结构重要组成部分的技术结

构。换言之，高等学校所培养的专科生、本科生、

研究生的数量（质量、规格、类型）在相当程度上

影响着劳动力就业市场上不同层次人才的供给，进

而影响技术结构。［8］46

三是高等教育的布局结构反作用于产业布局。

在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今天，高级专门人才

在社会生产中牢牢占据主导地位。从地域型高等教

育统计的角度看，一地区接受高等教育的人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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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区域内就业的高级专门人才、高素质的劳动者相

应也就越多。美国的硅谷、德国的慕尼黑、日本的

筑波、印度的邦加罗尔、中国的中关村即为典型。

可见，在相当程度上，一国（或地区）高等学校数

量的多少、水平的高低、学校的专业导向以及这些

高等学校所培养的高级专门人才的数量的多少、

层次的高低及其科类构成直接影响着区域内的产业 
发展。［8］49

综上所述，产业结构与高等教育结构的联系

是以“人才供给—岗位需求”这一基本关系为中介

而形成的，透过这一中介，产业结构的不同组成要

素和高等教育不同亚结构间结成了相对的统一，合

组成“专业结构—产业构成”“层级结构—技术结

构”“布局结构—产业布局”相互影响、相互制约

的高等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相关。但我们也特别指

出：并非所有社会生产部门的岗位人员都应来源于

高等教育系统的人才输出，高等教育系统的人才供

给与产业部门的人才需求间绝不可能是一一对应、

完全相符的关系。然而可以肯定的是，随着社会生

产专门化程度的提升，其岗位人才需求与高等教育

人才供给间的对应程度也必随之提升。

（二）大学生就业率反映着高等教育与产业部

门间人才供求的离差

高等教育和产业部门，前者输出人才，后者提

供岗位，通过就业，两者得到了更为紧密的联系。［10］

在不考虑摩擦性失业、自愿性失业影响的情况下，大学

生就业率高低直接取决于人才输出数量（质量以及规

格）与岗位供给数量（质量以及规格）之间的离差。

1. 产业部门为高等教育毕业生提供就业岗位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资料在社会生产部

门间形成了高度的集中，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

大多只有透过社会生产部门才能实现。换言之，因

为占有生产资料，社会生产部门（产业部门）成了

提供劳动力就业岗位的起始端，人类社会生产的绝

大部分就业岗位都需由产业部门产生并提供给劳动

者。就高等教育输出端的大学毕业生而言，其作为

社会劳动力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将自身的知

识、技能与就业岗位所固有的生产资料结合起来，并

通过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实践方能结成生产劳动，进

而创造消费性资料，创造自我价值并服务社会发展。基

于这一前提，产业部门所能提供的就业岗位数量及质量，

必定会在极大程度上直接影响大学生的就业率。

2. 高等教育为产业部门岗位需求提供毕业生

人才培养是高等学校一以贯之的重要职能。

现实中，高等学校通过招收那些业已接受过中等教

育的特定人群，并对他们进行一定学制年限的专业

培养，以使其增进知识技能，提升思想水平。在这

一过程中，高等学校成了社会生产部门人才需求的

重要输出库。现代社会，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发

展，社会生产部门的高度分化，劳动力就业岗位对

知识和技能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越来越具体（专门

化）。故无论是对于新兴发展的第三产业、不断专

门化的第二产业而言，还是对现代化程度日渐提高

的第一产业来说，高等教育的学历和学力均已成为

其绝大部分岗位从业准入的基本条件。

3. 大学生就业率受高等教育人才供给与产业部

门岗位需求之间适应程度的影响

前述分析表明，一方面，社会生产部门为高等

教育人口（人才输出）提供就业岗位；另一方面，

高等教育为社会生产部门输出高级专门人才。当毕

业生进入某一社会生产部门的特定岗位，就形成了

就业。而在既定的就业岗位数量和既定的劳动力供

需水平下，由于劳动力市场与就业者之间的双向选

择以及其他外部因素的耦合影响，一部分人会因自

身原因而无法就业，一部分岗位因缺乏适合的就业

人选而空缺，于是就形成了就业率。在“劳动是人

的本质性规定”的前提下，个体总是倾向于通过劳

动来获取生存发展的物质生活资料，即在一般情况

下，个体总是倾向于就业的。而大学生作为社会人

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也具有就业的倾向。从劳动

力就业岗位的角度看，生产资料的进一步转化只有

通过劳动力的能动实践才能完成。因此，一定的就

业岗位总是要选择一定的劳动者。在社会就业岗位

总需求和人才总供给既定的前提下，就业率的高低

直接表现为两者数量（质量以及规格）的离差。在

摒弃大学生就业期望、绝对的专业对口等因素影响

外，当社会生产部门所提供的劳动力就业岗位在数

量（质量以及规格）上与大学生毕业生数量（质量

以及规格）总体相当时，就业率相对就会较高；而

当社会生产部门所提供的就业岗位数量（质量以及

规格）与大学毕业生数量（质量以及规格）相去甚

远时，尤其是就业岗位数量明显少于大学生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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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时，就业率则相应要低。

三、路径选择：如何通过优化高等

教育结构提升大学生就业率

如前文所述，产业部门的岗位供给与大学毕

业生就业需求间的适应程度直接影响大学生的就业

率，高等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间适应性的增强有助

于大学生就业率的提升。基于这种认识，本文从理念

层、操作层两个维度出发，具体探讨“如何通过优化

高等教育结构来提升大学生就业率”这一问题。

（一）理念层面：在高等教育与产业部门良性

互动框架内增强高等教育与产业发展的适应性

适应性是一个生态学术语，特指生物体与环境

表现相适合的现象。［11］将其引证到高等教育结构

与产业结构的关系探讨中，意在通过概念的推演类

比和理念运用，跨学科探寻高等教育结构与产业结

构相关的联结点和联结要素，进而找准作用点对相

应的高等教育结构调整施策。

1. 以人才供求的专业对接为基础，增强高等教

育专业结构与产业构成的适应性

从不同生态系统适应性的角度看，“高等教育

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均是多元社会系统中的

两个“生物体”，且两者互为环境表现，存在明显

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关系。在实践中，高等教育

可做诸如“人文科学学科–社会科学学科–自然科学

学科、基础学科–应用学科、12大学科门类（不含军

事学）”等的分类，产业结构可做“三大产业、17
个国民社会生产部门、42个大类行业、98个行业类

别”等的分类。在这些分类中，“高等教育12大学

科门类”的专业结构分类和“17个国民社会生产部

门”的产业构成分类，总体上具有与现实就业岗位

在需求分类上较强的一致性。基于这一实然状况，

高等教育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适应性可理解为

“高等教育专业结构与国民经济产业部门两者间互

为环境表现的适合状态”，这个适合可进一步表述

为：一定时期内高等教育领域的文学、历史学、哲

学、政治学、教育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理

学、工学、农学、医学、艺术学等12大学科门类所

培养的人才在数量、质量、规格上与农业、林业、

副业、建筑业、教育、文化、卫生、体育、政党机

关等17个国民社会生产部门所提供的劳动力就业岗

位数量、岗位要求等的符合程度。从这个意义上

看，提高大学生就业率的核心就在于：在遵循高等

教育固有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按市场对不同专业的

人才需求进行适度的专业结构调整，全面增强高等

教育专业结构与国民经济产业部门发展人才需求间的

适应性。

2. 以人才供求的层次相符为导向，增强高等教

育层次结构与技术结构的适应性

从同一生态链条不同物种适应性的角度看，

“高等教育层次结构”与“技术结构”均是以劳

动力市场为纽带的人才供需系统中的两个“生物

体”。具体来看，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又可具体细分

为专科生、本科生、研究生三个层次，产业部门的

技术结构又可细分为高级尖端劳动技术、中级劳动

技术和低级劳动技术三个层次。因此，高等教育层

次结构与技术结构的适应性可理解为“高等教育层

次结构与技术结构两者间互为环境表现的适合状

态”，这个适合可进一步表述为：一定时期内高等

教育研究生教育层次、本科生教育层次、专科生教

育层次所培养的人才在数量（质量以及规格）上与

“高级尖端劳动技术生产部门、中级劳动技术生产

部门、低级劳动技术生产部门”所提供的劳动力就

业岗位数量、岗位要求等的符合程度。以此观之，

提升大学生就业率的关键就在于：在适应并适度超

前于经济社会发展基础上，兼考量社会生产部门实

际用人需求，杜绝教育不足并规避教育过度，适

度、按需培养各不同层次的高级专门人才。

3. 以高等教育服务区域发展为切入点，增强高

等教育布局结构与产业布局的适应性

从生态学同一地域不同种群适应性的角度看，

“高等教育布局结构”与“产业布局”同时存在于

一定的区域范围内，且两者还是一定区域内以人才

供求为纽带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两个“生物

体”。进一步看，“高等教育布局结构”还具有层

次上的布局、科类上的布局等；社会生产系统中的

产业布局也内含有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

等不同产业部门在空间区域内的分布状态。因此，

高等教育布局结构与产业布局的适应性可理解为

“高等教育布局结构与产业布局两者间互为环境表

现的适合状态”，这个适合可进一步表述为：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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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区域内的高等学校不同层次、不同科类所培养

的人才在数量、质量、规格上与区域内不同产业、

不同行业部门所提供的不同层次、专业倾向的劳动

就业岗位数量、岗位要求等的符合程度。故此，提

升大学生就业的关键就在于：坚持高等教育服务区

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导向，增强高等教育布局结构与

产业布局的适应性，科学统筹并全面增强区域内、

区域间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

（二）操作层面：在人才供需平衡框架内求得

高等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协调的最优解

“高等教育是建立在普通教育基础上的专业

性教育，以培养各种专门人才为目标。它培养的专

门人才，将直接进入社会各个职业领域从事专门工

作”。［3］5因此，在综合考虑理论合理性和实践操作

可行性的基础上，专业对口、层次对接、成本最低

的高质量就业无疑是优化高等教育结构，提升大学

生就业率的操作导向。

1. 在“专业对口”上寻求高等教育专业结构与

产业构成的最优解

基于人才质量、人才规格衡量评价的复杂性，

教育行政部门及高等学校自身应着力从“高等教育专

业结构与产业构成的人才供求数量”方面加以考量，

努力做到一定时期内不同专业的高等教育毕业生与不

同产业部门的人才需求数量上的总体相当，具体包

括：某一特定时期内的高等教育不同专业的毕业生人

数与相应时期内产业部门的从业者人数的基本相符； 
是年高等教育不同专业的毕业生数与是年相应产业部

门的岗位需求人数的基本相符；未来一段时期内产业

部门的人才需求数与相应时期内的高等学校不同专业

的在校生人数的基本相符。

2. 在“层次对接”上求高等教育层次结构与技

术结构的最优解

在科学预测劳动力市场高层次人才需求质量、

规格、数量的基础上，以特定培养周期内高等学校不

同类型、不同层次的高级专门人才输出数量为判别

依据，努力做到一定时期内高等教育中（本科教育

层次、研究生教育层次、专科生教育层次）在校生

数、毕业生数、招生数与产业部门（高端劳动力、中

端劳动力、低端劳动力）的从业者人数、近期岗位

需求数、预期岗位需求数总体相当，具体包括：某

一特定时期内的高等教育不同层次的毕业生人数与

相应时期内产业部门从业人员中相应技术结构从业

者人数的基本相符；是年高等教育不同层次的毕业

生数与是年相应时期内产业部门中相应技术结构从

业者人数的基本相符；未来一段时期内产业部门从

业者中不同技术结构从业者需求数与相应时期内的 
高等学校不同层次的在校生人数的基本相符。

3. 在“科类对应”上求高等教育布局结构与产

业布局的最优解

以高等教育引领并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为

导向，从高等教育布局结构与产业结构的人才供求

数量方面加以统筹规制，努力做到一定时期内区域

内高等学校在校生总数、高等学校招生数、高等学

校毕业生数与区域产业部门所需要人才总数总体相

当；区域内重点产业从业人数与区域内高等学校相

关专业的在校生数、招生数和毕业生数总体相当；

区域内重点产业与区域内高等学校国家级特色专

业、省级特色专业的总体相当。具体包括：区域内

高等教育所培养的人才与区域内产业部门人才需求

的数量基本相符；区域内重点产业从业人数与区域

内高等学校相关专业的在校生数、招生数和毕业生

数基本相符；区域内重点产业与区域高等学校重点

学科的明显相关、总体吻合。

综上所述，优化高等教育结构提升大学生就

业率的问题，本质上是高等教育结构系统与产业结

构系统良性互动、互为促进的问题。无论是从“系

统考察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数量、规格、质量）与

国民经济社会生产部门适应”的维度出发，还是从

“综合考量高等教育人才培养适应并适度超前于经

济社会发展”的层面来看，优化高等教育结构提升

大学生就业率都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既有高等

教育内部、高校自身的问题，也有政府和社会的问

题，还有市场的问题［12］，即便我们抛开高等教育

系统与产业系统多元耦合的复杂性不谈，高等教育

系统和产业系统的完全一致、绝对适应，其也仅是

一种以就业为导向的理想状态。与此同时，在复杂

的社会系统中，地域型高等教育和受益型高等教育

同时存在，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周期和劳动力市场

的用人时效难以统一，专业完全对口、层次完全对

接的高质量就业仅是少数，区域产业布局与高等教

育布局高度拟合更是难求。因此，我们不能奢求通

过高等教育结构优化调整来解决所有的大学生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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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优化高等教育结构提升大学生就业率，其更

多只是在遵循高等教育自身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对

现实社会生产部门的多元人才需求做出理性回应，

目的在于为高等教育更好地引领、服务区域经济社

会发展提供系统变革的切入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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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nal logic, function mechanism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of optimizing 
higher education to improve the employment rate of University Students

Duan Congyu    Yi Jidong

Abstract: The higher education structure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are independent of each other two social subsystems but interrelated 

between the two, there is a direct correlation with the talent supply and demand as the link, in this association under the degree of 

adaptabi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employment rate level in higher education structure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reflected. Optimize the 

structure of higher education to enhance the employment rate of college graduates is the essence, strengthen the higher education 

structure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between the adaptability of the existing higher education and industrial sectors to create new talent 

supply and demand balance, avoid college students' structural unemployment and structural shortage, real full employment now college 

students to the greatest extent. 

Key words: The structure of higher education;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 employment rate of college students; The supply and demand 

of talents; Adaptabil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