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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毕业生调查问卷

湖南大学 2015届毕业生调查问卷

一、个人基本信息：

1、所属学院： [单选题] [必答题]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法学院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化学化工学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院 建筑学院

金融与统计学院 经济与贸易学院

设计艺术学院 生物学院

数学与计量经济学院 体育学院

土木工程学院 外国语与国际教育学院

物理与微电子科学学院 新闻传播与影视艺术学院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工商管理学院

教育科学研究院 岳麓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2、性别： [单选题] [必答题]

男 女

3、你的学号是： [填空题] [必答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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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你的生源地（高考所在省份）是： [单选题] [必答题]

北京市 天津市 重庆市 上海市

山西省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江苏省 浙江省 河北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海南省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台湾省 内蒙古

广西 宁夏 新疆 西藏

香港 澳门 海外 上海市

5、家庭经济情况： [单选] [必答题]

好 较好 一般 较困难 非常困难

6、在校期间是否担任过班长、团支书或学生会、社团等组织的主要干部：
[单选题] [必答题]

是 否

7、你所在的年级： [单选题] [必答题]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毕业研究生 非毕业研究生

8、毕业后去向： [单选题] [必答题]

直接就业 升学 自主创业 出国 其他

【以下 9-30题为选择直接就业的毕业生填写】

9、找工作前是否有一个月或以上的实习经历： [单选题] [必答题]

是 否

10、你的就业准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单选题] [必答题]

进入大学 毕业前两年 毕业前一年 毕业前半年

11、你参加招聘会所用的成本 [矩阵文本题] [输入 50到 999的数字] [必答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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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为_________元

12、你参加招聘会所投递的简历数： [矩阵文本题] [输入 1到 200的数字] [必答题]

简历数_________

13、你在求职过程中参加的笔试数： [矩阵文本题] [输入 1到 50的数字] [必答题]

笔试数_________

14、你在求职过程参加的面试数： [矩阵文本题] [输入 1到 50的数字] [必答题]

面试数_________

15、你所获得的 offer数： [矩阵文本题] [输入 1到 50的数字] [必答题]

offer数_________

16、你所用的求职时间： [矩阵文本题] [输入 1到 12的数字] [必答题]

时间_______个月

17、你在求职前的意向月薪为多少： [单选题] [必答题]

1000~2000元/月 2000~3000元/月 3000~4000元/月 4000~5000元/月

5000~6000元/月 6000元/月以上

18、你的月薪为多少： [单选题] [必答题]

1000~2000元/月 2000~3000元/月 3000~4000元/月 4000~5000元/月

5000~6000元/月 6000元/月以上

19、你认为社会对于自己所学的专业的需求度： [单选题] [必答题]

比较多 一般 比较少

20、签约单位拟安排的工作岗位： [单选题] [必答题]

科学研究岗位 技术研发岗位 公务员岗位

法律专业岗位 农林牧渔业技术岗位 销售与服务类岗位

教学岗位 金融、经济业务岗位 文学和艺术类岗位

生产和运输设备操作岗位

21、你在哪一类城市就业： [单选题] [必答题]

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 二线城市

三、四线城市 西部及基层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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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你对现在选择的就业单位满意度是： [单选题] [必答题]

非常满意 比较满意 一般 不太满意 不满意

23、你获取就业信息的主要来源是： [多选题] [必答题]

校园招聘会 学校就业网 专业招聘网站 企业门户网站

院系通知、推荐 亲朋好友 其它

24、你最希望获得的用人单位的信息是： [多选题] [必答题]

单位的简介 单位的招聘岗位 单位的招聘条件 单位提供的薪资与福利

待遇 职业发展及培训计划 其它

25、你在签约单位时更看重以下哪些因素？请给出你在选择就业单位时对以下因素的重
视程度。 [矩阵量表题] [必答题]

完全不重视 不太重视 一般重视 比较重视 非常重视

1.培训机会与
晋升空间

2.是否符合兴
趣爱好、能否发

挥自身特长

3.企业所在的
行业前景

4.薪酬与福利

5.工作环境与
人际关系氛围

6.雇佣关系是
否稳定

7.单位知名度

8.单位的规模
或行政级别

9.权力与社会
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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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请对以下自己的职业素质技能及能力打分（满分 10分）：
[矩阵文本题] [输入 0到 10的数字] [必答题]

学习能力 创新能力

专业知识 团队协作精神

竞争意识 沟通与表达能力

心理素质 外语与计算机水平

责任意识

27、你在签约前对就业程序与政策了解的程度是： [单选题] [答题]

非常全面 比较了解 比较模糊 根本不了解

28、你在就业过程当中遇到的困难是： [多选题] [必答题]

学历层次不够

专业适用面太窄

外语、计算机水平不够

心理素质不过硬

不懂求职技巧

缺乏实践工作经验

个人定位不当

就业信息太少

其它

29、你认为自己就业成功的原因是： [多选题] [必答题]

个人综合素质与能力强

相关实习和工作经验丰富

学校的实力及知名度

良好的家庭社会关系

自己积极主动

所学专业好

学历层次高

运气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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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在就业指导、服务过程中，你希望学校加强哪些方面的工作： [多选题] [必答题]

就业信息的发布 招聘现场的组织

职业规划的指导 职业能力提升方法的指导

求职技巧的传授 就业市场的拓展

就业管理的规范 其他

*填写完该题，请跳至第 63题。【以下 9-15题为创业选项者作答】

9、你的创业动机是什么？ [多选题] [必答题]

解决就业难问题

获得更多财富

独立自主地掌控生活

得到社会的认可与尊重

实现自我价值

其它

10、你的创业项目来源是什么？ [多选题] [必答题]

在校时参加创业比赛等活动时设计并得到资助的项目

在校课题，科研项目研究结果的进一步拓展和市场化运作

源自家庭产业和生意

源自学校和有关组织面向毕业生的创业推荐项目

其他

11、你的创业启动资金为多少？ [单选题] [必答题]

2万以下
2~10万
10~50万
50万以上

12、你希望得到学校的哪些创业支持？ [多选题] [必答题]

给予创业大学生适当经济补助

对创业项目进行指导

开设创业指导课程、培训

组织创业实践活动

加大创业相关优惠政策的宣传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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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你对创业成功的信心有多少？ [单选题] [必答题]

非常有信心

比较有信心

有一点信心

14、你认为你具备哪些创业的素质和能力？ [多选题] [必答题]

专业能力

创新能力

沟通表达能力

管理能力

团队合作能力

坚韧的意志

其它

15、你认为大学生创业的主要困难？ [多选题] [必答题]

缺乏创业资金

缺乏可行的创业项目

缺乏志同道合的创业团队

缺乏足够的社会经验

家庭不支持

对创业政策不够了解

其它

*填写完该题，请跳至第 63题。【以下 9-11题为升学选项者作答】

9、你升学进修所选的专业是？ [单选题] [必答题]

本专业 其他专业

你选择进修其他专业的原因是？ [多选题] [必答题]

就业方向及前景

自己的兴趣

父母期望

导师建议

其他

10、你选择升学的主要原因和目的是？ [多选题] [必答题]

规避就业问题

提高专业知识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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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更高学历

随大流

家人建议

其他

11、你认为升学对自己将来的就业有哪些帮助？ [多选题] [必答题]

就业选择空间广

起薪高

个人综合能力提高

专业知识技能提升

高学历

就业观念的成熟

其他

*填写完该题，请跳至第 63题。【以下 9到 12题为出国选项者作答】

9、前往的国家或地区是？ [单选题] [必答题]

美国 欧洲 澳洲 加拿大 新加坡 日本 韩国 港澳台 其他

10、你选择出国的原因？ [多选题] [必答题]

增加知识、开阔眼界

提高专业知识技能

规避就业问题

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留学回国薪酬提升

家人意愿

其他

11、是否有资助？ [单选题] [必答题]

全额奖学金

半额（部分）奖学金

自费

12、你获得留学 offer的优势是？ [多选题] [必答题]

外语水平高

GPA绩点较高
推荐人较好

留学中介的帮助

社会实践经历丰富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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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完该题，请跳至第 63题。

（63题）
1、你对学校就业工作的满意度是： [单选题] [必答题]

很不满意 不太满意 一般 满意 非常满意

2、你对学校教学质量的满意程度是： [单选题] [必答题]

很不满意 不太满意 一般 满意 非常满意

3、你觉得学校所设定的教学培养体系对你的就业有多大帮助？ [单选题] [必答题]

没有帮助 不满意 一般 满意 很满意

4、你参与学生组织或社团活动的频率？ [单选题] [必答题]

从不参加 偶尔参加 一般 偶尔参加 经常参加

5、你觉得参加学生组织或社团对就业有多大帮助？ [单选题] [必答题]

没有帮助 不太有帮助 一般 有一些帮助 有很大帮助

6、是否愿意向别人推荐你的母校 [单选题] [必答题]

不愿意 不太愿意 一般 比较愿意 愿意

7、你接受过学校、学院开展的哪些就业指导？ [多选题] [必答题]

就业指导系列报告、讲座

就业指导必修课或选修课

各类就业、创业政策及宣传物

个人职业能力、性格、价值观测评分析

一对一就业咨询

就业实习实训

求职技巧

其他

8、你希望学校、学院开展哪些就业指导？ [多选题] [必答题]

就业指导系列报告、讲座

就业指导必修课或选修课

各类就业、创业政策及宣传册

个人职业能力、性格、价值观测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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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一就业咨询

就业实习实训

求职技巧

其他

9、请从以下企业中选择你最亲睐的雇主。（任意选择） [多选题] [必答题]

金融、银行、保险业

中国银行 工商银行 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招商银行 汇丰银行 花旗银行 摩根大通

渣打银行 国泰金融 摩根士丹利 中国平安保险

中国人寿保险 中国太平洋人寿险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

移动通信

中国移动 国家电网 中信集团 中国电信

中国联通 中兴通讯 华为 微软

英特尔 华硕 联想 IBM

日用品

思科 新奥集团 安利 立白集团

宝洁 联合利华 强生 恒安集团

宜家 欧莱雅

零售、食品、医药保健

玛氏 雀巢 百事 中国生命技术有限公司

星巴克 可口可乐 沃尔玛 家乐福

电子产品

摩托罗拉 索尼 东芝 飞亚达集团

松下 西门子 三星 惠普

苹果 诺基亚 飞利浦 海信

步步高 库柏电子 金山软件 富士康科技集团

康佳集团

汽车行业

通用汽车 沃尔沃集团 上汽集团 宇通客车

福特汽车 中国一汽 东风汽车 江淮汽车

福田汽车 长丰汽车 劳斯莱斯 大众集团

宝马 丰田汽车 三菱 比亚迪

长安汽车 南京汽车 本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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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平台

亚马逊 淘宝商城 智联招聘 阿里巴巴

百度 盛大网络 谷歌 光线传媒

腾讯

航空运输

南方航空 中国航空 中远集团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

家电业

苏宁电器 格力电器 海尔 美的

长虹电器 远大集团 格兰仕

会计事务所&咨询公司

普华永道 毕马威 埃森哲 麦肯锡

德勒 安永

文化、体育、娱乐业

新东方 中国国电集团 许继集团 通用电气

迪士尼 南方报业 鸿海精密 中国华能集团

化工、资源、能源业

陶氏化学 中石化 壳牌 中国石油化工

中粮集团 中国铝业集团 中国化工进出口公司中国巴陵石化

杜邦 中钢集团 宝钢 中国五矿集团

中国海洋石油中公司 广东核电集团 电力公司 中石油

建筑工程

中交集团 地铁有限公司 中国中铁 中国南车

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 铁路建筑总公司

房地产

万科 恒大地产 建发地产 和记黄埔

中海地产 碧桂园集团

工业制造

中国南方工业集团 中国一拖集团 中联重工 中国汽车工业工程公司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 三一重工

其他

请写出你所青睐的其他企业 [填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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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用人单位调查问卷

尊敬的用人单位：

衷心感谢贵单位一直以来对我校就业指导工作的关注和支持。为充分了解各用人单位

的基本情况及对我校毕业生的需求，我们邀请贵单位填写本份问卷，希望给予支持和帮助，

谢谢！

（注：此问卷所涉及的信息仅用于指导我们改进工作，相关信息我们将严格保密）

湖南大学招生与就业指导处

贵单位全称: 所属行业：

人事部门联系人： 联系方式：

1.贵单位现有在职员工总人数为：（ ）

A.50 人以下 B.50-99 人 C.100-499 人 D.500-999 人

E.1000-4999 人 F.5000 人以上

2.贵单位去年净利润大约是：（ ）

A.500 万以下 B.500 万-1000 万 C.1000 万-5000 万 D.5000 万- 1 亿

E.1 亿-10 亿 F.10 亿-100 亿 G.100 亿以上

3.贵单位的招聘优势是：（可多选）：（ ）

A.薪酬 B.各类福利补助 C.单位发展前景 D.个人职业发展前景

E.工作地点 F.工作环境 G.组织声誉 H.其他,请注明

4.贵单位一般采取的招聘方式是（可多选）：（ ）

A.参加校园招聘 B.经人推荐介绍
C.参加社会上供需见面

会、人才市场招聘

D.在互联网等媒体发布招

聘信息

E.猎头 F.其他,请注明

5.贵单位计划招聘我校 2016 届毕业生人数范围为：

A.1-10 人 B.11-30 人 C.31-60 人 D.61-100 人

E.101-150 人 F.151-250 人 G.250 人以上（请）

6.下列专业中，贵单位对我校应届毕业生需求多的三个是（按需求人数排序）第一位

( )第二位( )第三位( )

A.土建类 B.语言类 C.金融统计类 D.经济管理类

F.理学类 G.工学类 H.信息环境类 I.法学历史类

7.贵单位招聘毕业生时主要考虑的因素（可多选）:（ ）

A.学历层次 B.所学专业 C.生源地区 D.毕业学校

F.面试表现 G.性格特点 H.竞赛获奖 I.干部经历

K.性别 L.相貌身高 M.其他，请注明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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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贵单位为试用期已满的应届毕业生提供的工资待遇为（元/月）本科生（ ），硕士

生（ ），博士生（ ）

A.2001-3000 元 B.3001-4000 元 C.4001-5000 元 D.5001-6000 元

E.6001-7000 元 F.7001-8000 元 G.8001-9000 元 H.9001 元以上

9.正在贵单位工作的湖南大学毕业生共有（ ）人

A.0 人 B.1-9 人 C.10-49 人 D.50-99 人 E.100-499 人 F.500 人以上

其中，最高职位者是____（姓名），他/她是____专业的毕业生，目前 他/她 职位是____

10.以下能力中，您认为我校毕业生的得分是（10 分制）：

序号 能力类别 分值（整数）

1 学习能力

2 专业知识

3 敬业精神

4 执行能力

5 协调管理能力

6 创新能力

7 团队精神

8 沟通表达能力

9 外语与计算机水平

10 综合评价

11.贵单位认为我校在今后应该对学生加强的就业指导有(可多选):（ ）

A.应聘技巧 B.求职心理辅导 C.就业法律、政策专业指导

D.职业规划辅导 E.专业出路 F.其他,请注明

12.贵单位对招聘场地的要求主要集中于（可多选）：（ ）

A.可容纳人数 B.灯光效果 C.多媒体设备

D.方便宣传及海报的张贴 E.场地条件

13.贵单位更倾向于参加我校组织的（ ）

A.小型专场校内招聘会 B.大型双选交流会 C.周末中型招聘会

14.贵单位对我校就业工作的建议主要集中于（可多选）：（ ）

A.加强与企业的交流 B.及时反馈就业网信息 C.对学生加强指导

D.改善招聘场地基础设施 E.增强宣传力度 F.其他 请注明

15.贵单位对我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评价是（ ）

A.非常满意 B.满意 C.一般 D.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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