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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简介 

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是由国家教育部批准建立的独立

学院，是四川外国语大学按照新机制和新模式举办的本科层次的

普通高等学校。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在秉承四川外国语大学

光荣传统、吸纳四川外国语大学文化底蕴、应用四川外国语大学

教育资源的同时，坚持教育创新和管理创新，确立了“以外语学

科为主，相关学科互相交叉、互为渗透的培养高素质复合型涉外

人才的教学型学院”的办学定位和“传播世界先进文化，促进国

际交流合作，培养时代创新人才，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办学宗

旨。 

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坐落于世界风景文化名胜区成都

市都江堰青城山麓，依山傍水，风景秀丽，空气清新，校内园林

景点纷呈，湖光水色相映，被誉为“别墅式”的大学校区，目前

在校生 14000余人。学院作为四川省唯一的专业外语院校，开设

语种齐全，外语特色鲜明，学科优势突出，现开设有英语、日语、

德语、西班牙语、法语、朝鲜语（韩语）、俄语、越南语、泰语、

意大利语、阿拉伯语、葡萄牙语等外语类专业和翻译、商务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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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学（国际新闻方向）、汉语国际教育、酒店管理（国际酒店

管理方向）、体育服务与管理（国际高尔夫方向）等特色专业，

其中英语专业下设国际物流管理、外事管理、电子商务、国际新

闻、旅游、国际酒店管理、师范、涉外文秘、经贸、翻译等专业

方向。 

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以教育教学为中心，构建了一支德

才兼备、经验丰富的专任教师队伍，并常年聘有各语种的外籍教

师。学院根据市场对人才的需求，建立了“1＋N”（即一个文凭

+多个证书）的人才培养模式，重点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实践

能力和创新能力。开办了外语等级考试、翻译等级考试、计算机

等级考试，开展了教师资格证、导游资格证、人力资源管理师、

营销师、物流师、涉外秘书资格证等热门职业资格证书的培训和

汽车驾驶、普通话等级测试以及辅修/双学位（双专业）、专升

本国际班等多个人才培养项目，使学生在掌握过硬专业本领的同

时，优化知识结构，具备多方面职业技能，实现全面发展。十多

年来，学院的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成效显著，学生在全国外语专

业等级考试、硕士研究生考试以及各类外语专业竞赛和其他活动

中都取得了优异成绩。目前，学院已为国家和社会输送了两万多

名本专科毕业生，毕业生一次性就业率均保持在 90%以上。 

2008年，《成都商报》刊出了《2008四川大学生就业报告》，

根据“麦可思”国际专业调查公司的调查：在由毕业半年后的就

业率、平均月收入、离校时掌握的工作能力和工作能力满意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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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个指标加权计算而成的就业能力指数综合排名中，我院名列四

川普通高等本科院校前三甲；2014 年，由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

武书连发布的“2014 中国独立学院毕业生质量排行榜”，在全

国 322 所独立学院中，我院毕业生质量位列全国第 30 名、四川

省第 1名，同时，我院也是四川省独立学院中唯一获 A等级评价

的学校。 

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统一纳入国家招生计划招生，学生

毕业成绩合格者由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颁发毕业证书，符合

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相应的学士学位。2015 年，学院将

面向四川、重庆、贵州、广东、广西、湖南、湖北、福建、浙 江、

江苏、江西、山东、山西、河北、河南、陕西、新疆、青海、云

南、海南、安徽、甘肃、宁夏、黑龙江、辽宁、吉林、内蒙古共

27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招收普通高等教育学生。 

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历来重视毕业生就业工作，始终坚

持“以学生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的工作理念，不断完善就业

指导、就业推荐、就业服务三重体系，努力展示学生综合素质、

全面通报用人单位情况、充分发挥窗口和桥梁作用，热忱提供全

方位服务。毕业生就业工作不断得到创新，赢得了发展。数年来，

毕业生全年就业率均达到 90％以上。每年都有来自包括世界 500

强、全国 100强等知名企业在内的近千家国内外企事业单位到学

院选聘毕业生。 

一、毕业生就业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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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毕业生规模和就业率 

2015 届毕业生总数为 3542 人，其中本科生为 2702 人，占

毕业生总数 76.28%；专科生为 840人，占毕业生总数 23.72%。  

截至 2015年 9月 30日，2015届毕业生综合就业率为 95.31%。

其中本科毕业生为 2702人，就业 2567人，就业率为 95%；专科

毕业生为 840人，就业 809人，就业率为 96.31% 。 

（二）毕业生生源结构 

专业设置  2014届本科毕业生有英语、日语、德语、法语、

西班牙语、俄语、韩语、泰语、越南语、阿拉伯语、意大利语等

共计 11个专业；专科毕业生有应用英语、应用日语、应用德语、

应用法语、应用西班牙语、应用韩语等共计 6个专业。本科毕业

生和专科毕业生的专业分布情况如图 1、2所示。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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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院系分布  2015 届毕业生分布翻译系、英语经济贸易系、

英语外事管理系、英语旅游系、英语师范系、东方语系、法语意

大利语系、俄语系、葡萄牙语西班牙语系、日语系、德语系等共

计 11个系部。 

性别分布  2015届毕业生 3542人，男生 492人，占 13.89%，

女生 3050 人，占 86.11%。其中本科 2702 人，男生 369 人，占

13.66%，女生 2333 人，占 86.34%；专科 840人，男生 123人，

占 14.64%，女生 717人，占 86.36%。 

生源地分布  2015 届毕业生中，四川生源 2673人，占毕业

生总数的 75.47%，非四川生源毕业生共计 869 人，占毕业生总

数的 24.53%。生源地分布情况如图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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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三）毕业生总体就业流向 

2015届本专科毕业生共计 3542人，截至 2015年 9月 30日，

有 2970人实现就业，占毕业生总数的 83.85%；有 280 人升学，

占毕业生总数的 7.91%；有 259人出国读研或工作，占毕业生总

数的 7.31%；有 166 人因为报考公务员、准备出国或身体原因等

待就业，占毕业生总数的 4.69%。2015 届本专科毕业生总体就业

流向情况如图 4、图 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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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图 5 

（四）各系、各专业就业率 

截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各系本专科就业率具体情况如表 1

所示。 

表 1 2015届毕业生各系就业情况汇总表 

系部名称 毕业生人数 就业人数 就业率 

翻译系 536 505 94.22% 

英语经济贸易系 477 460 96.44% 

英语外事管理系 541 508 93.90% 

英语旅游系 324 308 9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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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师范系 727 697 95.87% 

日语系 170 159 93.53% 

德语系 110 107 97.27% 

法语意大利语系 201 192 95.52% 

葡萄牙语西班牙语系 194 184 94.85% 

俄语系 51 51 100.00% 

东方语系 211 205 97.16% 

 

截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本专科各专业就业率具体情况如表

2 所示。 

专业 所属系部 毕业生人数 就业人数 就业率 

英语 

翻译系 447 420 93.96% 

英语经济贸易系 381 368 96.59% 

英语外事管理系 466 435 93.35% 

英语旅游系 186 180 96.77% 

英语师范系 526 499 94.87% 

日语 日语系 116 112 96.55% 

德语 德语系 79 76 96.20% 

法语 法语意大利语系 88 82 93.18% 

意大利语 法语意大利语系 52 50 96.15% 

西班牙语 葡萄牙语西班牙语系 128 118 92.19% 

俄语 俄语系 51 51 100% 

朝鲜语 东方语系 75 74 98.67% 

阿拉伯语 东方语系 55 53 96.36% 

泰语 东方语系 28 25 89.29% 

越南语 东方语系 24 24 100% 

应用英语 

翻译系 89 85 95.51% 

英语经济贸易系 96 92 95.83% 

英语外事管理系 75 73 97.33% 

英语旅游系 138 128 92.75% 

英语师范系 201 198 98.51% 

应用日语 日语系 54 47 87.04% 

应用德语 德语系 31 31 100% 

应用法语 法语意大利语系 61 60 98% 

应用西班牙语 葡萄牙语西班牙语系 66 66 100% 

应用韩语 东方语系 29 29 100 % 

表 2 2015届毕业生各专业就业情况汇总表 

（五）毕业生签约就业状况相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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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招聘活动开展情况 

2015年我院为 2015 届毕业生举办各类招聘 300余场，接待

及接洽用人单位 490家，发布各种招聘信息 300余条，通过各种

渠道提供就业岗位信息近 2万个，岗位信息供应总量比较充足。 

2015 年，我院吸引了诸如：中铁、中建、银行、能源、航

空等大中型国有企业来校招聘；还吸引了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

司、源讯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成都聚思力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博世成都通讯中心、埃森哲、

麦德龙、UPS、四川现代汽车有限公司等世界 500 强企业来校招

聘毕业生；也吸引了万达集团、三一重工、尼毕鲁科技有限公司、

通威集团等全国著名民营企业来校选聘人才。 

2 就业地域流向 

我院毕业生就业地域主要是集中在成都、北京以及珠三角和

长三角等经济发达城市。此外，国外学习和就业也成为毕业生的

一大特点。毕业生的主要就业地域去向如图 6所示。 

 

图 6-毕业生地域流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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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综合分析发现我院毕业生在就业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

三个趋势： 

第一：在成都地区就业的学生人数必然持续增多。服务地方

经济发展既是高校的重要职能之一，也是地方高校的重要使命。

我院地处成都，理应为成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培养更多的高素质

复合型人才。同时成都作为四川的省会城市，地理位置优越，气

候宜人，战略位置重要，经济发展迅速且后继发展潜力巨大，成

为了很多毕业生梦寐以求的工作和生活地域。 

第二、毕业生在成都、北京以及珠三角和长三角等经济发达

城市就业是必然选择。因为我院是专业的外语院校，在这些城市

对外外贸活动比较活跃，涉外企业对毕业生的语言能力依赖度和

要求较高。 

第三，国外学习和就业的人数增多是必然结果。我院坚持走

国际化道路，先后与德国、法国、西班牙、荷兰、美国、英国、

日本、韩国、加拿大、新西兰、俄罗斯、泰国、越南、马来西亚、

埃及、意大利等 16个国家的 70余所高校建立了国际交流合作关

系。学院现已开设了适应各语种、不同层次的专升本、本升硕、

专升硕、双学位、双文凭、交流生等留学项目多达 70 余项，为

各语种学生出国学习和就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3.就业单位行业分布 

在签约就业的毕业生中，单位行业流向最多的是教育，占

21.64%，其次是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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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服务业，分别占 10.77%、9.63%、8.11%。2015 届签约就业

毕业生单位行业分布如图 7所示。 

 

 

 

 

 

 

 

图 7 

11 农、林、牧、渔业           21 采矿业               22 制造业 

23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24 建筑业 

31批发和零售业                        32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33住宿和餐饮业                34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35金融业               36房地产业           3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38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39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41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42 教育    43 卫生和社会工作        

44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45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46国际组织     80军队 

4.就业单位性质分布  

在签约就业的本专科毕业生中，流向最多的就业单位类型依

次是民营企业、中初教育单位、国有企业，分别占就业人数的

75.99%、4.64%、4.57%。这与当前国内毕业生的总体就业趋势和

局势保持一致。2015 届签约就业毕业生的单位性质流向如图 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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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10 机关   20 科研设计单位    21 高等教育单位    22 中初教育单位     

23 医疗卫生单位    29 其他事业单位    31 国有企业    32 三资企业    

39 其他企业    40 部队    55 农村建制村    56 城镇社区    99 其他 

二、用人单位满意度分析. 

我院对参加招聘的用人单位随机发放了《四川外国语大学成

都学院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表》，经过汇总分析显示，用人单位

对我院 2015届毕业生满意度较高，85.6%的用人单位表示比较满

意或非常满意。我院毕业生良好的思想品德、扎实的外语专业基

础和较强的实践运用能力深受用人单位的好评。很多以前来校招

聘过的单位再次来校招聘，他们表示希望与学院建立诸如实习基

地等长期的合作关系。 

三、促进毕业生就业的工作举措. 

（一）科学调研，总结提炼，始终做到“三个坚持”。 

1.始终坚持准确的办学定位和明确的人才培养目标。我院始

终坚持以社会需求和就业为导向办学。立足于专业外国语院校和

独立学院的院情，我院坚持办学定位，依托外语特色进行专业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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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调整，以此培养人才来适应市场、社会以及用人单位的需求。 

我院在人才培养目标中，明确了是要培养思想品德好、学业

功底厚、综合能力强的德才兼备、一专多能，具有国际视野的高

素质复合型涉外人才。这些对我院做好学生培养和毕业生就业起

到了非常重要作用。 

    2.始终坚持就业工作“一把手工程”。 2015年，我院一如

既往地高度重视就业工作，统筹考虑人才培养全过程，抓好人才

培养目标，夯实人才培养体系，突出人才培养特色，注重人才培

养实效。我院坚持把就业工作按照“一把手”工程来抓，党委书

记、院长亲自过问和关心就业工作，分管副院长贯彻部署，就业

办公室统筹落实。2015 年学院召开了全院就业工作专题会议，

研究和部署毕业生就业工作。 

3. 始终坚持全员参与的就业工作体系。坚持完善和发展院

系两级就业工作机制。明确各系书记和主任为就业工作第一责任

人，并组织辅导员、专业课教师参与就业服务工作。逐步建立起

院系两级管理、全员积极参与的毕业生就业工作体系。 

（二）创新“双选会”形式，充分体现双向选择。 

历年“双选会”都是学院组织用人单位集中在一天进行，由

用人单位与毕业生直接面谈，这样不仅劳神费力，而且用人单位

和学生接触时间短，相互了解不够，学生在择业上就容易出现盲

目性，一简多投或者出现学生都集中到国企等知名企业，私营或

者规模小的单位就无人问津的情况，容易导致单位招不到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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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学生的职业规划发展也不明确。针对这种情况，我院积极思

考探索，改革“双选会”形式，改“双选日”为“双选月”、“双

选周”，改集中为相对分散，企业在一个时间段内分期分批来校

招聘，既保持了“双选会”特有的就业的氛围，又达到了分流的

效果。我院提前和用人单位接洽，为符合条件的单位举行专场宣

讲和招聘，让学生充分了解企业后再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作出选

择。同时，学院根据用人单位的需求，介绍相关情况，做好就业

推荐工作，把符合用人单位要求的学生有针对性的推荐给单位。

这样既符合学生的发展，也利于企业员工的稳定，提高了签约成

功率。充分实现用人单位和毕业生的双向选择。 

（三）加大力度引导、鼓励毕业生服务基层，做到三个到位。 

加强毕业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为

重心，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树立正确

的择业观，引导和鼓励毕业生到基层工作、锻炼，在广袤的基层

和边远艰苦地区中展现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加快消除城乡差距和

区域差别，促进我国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为全面的现小康水平，

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加大对就业指导课教师和辅导员的培训力度，通过学习和培

训务必做到三个到位：对国家和地方的基层项目政策学习理解到

位；对每个项目的主要环节和流程熟悉掌握到位；把具体项目在

毕业生中宣传讲解到位。通过以上努力，毕业生服务基层的积极

性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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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就业工作对教育教学的反馈  

    （一）与时俱进，更新理念、深化教学改革。 

根据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对教育教学的反馈意见和建议，我院

在实际教育教学和管理实践中不断更新人才培养理念，坚持现代

的、科学的教育理念，逐步改变唯考试评价，唯分数论的观念，

真正树立起刚要提出的人人成才，多样化人才，终身学习，系统

培养的理念；摒弃拼规模，比数量的观念，树立起以人才培养为

中心，以适应社会需求为检验标准，以学生为本，以学生评价为

主的理念。要着力推动教学管理机制的改革，研究建立更加灵活

的学籍管理制度，探索学分制在我院实施的可能性；加大管理的

灵活性，既能保证学生的专业知识学习，又能实现学生从课堂到

就业岗位的转型对接。  

（二）巩固实践就业基地成果，深入校企合作。 

我院在用人单位选录毕业生的基础上，多渠道，多形式地与

用人单位开展合作。一方面，选择一些长期的，优质的，符合相

关条件的单位合作，签订实习就业基地合作协议，巩固现有的资

源和成果。另一方面，深化合作内容和范围，充分听取用人单位

对我院毕业生的反馈意见，以就业为导向，让单位参与到我院的

教育教学改革中来，通过各种形式的合作，力争实现学生又课堂

到工作岗位的无缝对接。目前，我院已经建立省级就业实践基地

2 家，校级实践基地 42家。 

五、下一步促进我院毕业生就业工作的思考。 



第 18 页 共 18 页 

1.充分利用互联网+，建立大数据就业疏导服务平台。 

当今社会，互联网技术已全面融入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

面。随着家用电脑、智能手机、宽带技术、移动互联网、物联网

等数据来源及数据承载方式的高速发展，全球的信息数据量出现

了跨越式增长，信息大爆炸成了时代的特征，大数据时代已经正

式到来。通过建立毕业生大数据平台，可以为毕业生建立个人档

案，分析了解毕业生的求职需求和期望，从而提供更加个性化的

就业指导和精准的就业信息推送服务。提高就业指导和服务工作

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2.建立远程面试系统。 

通过建立远程面试系统，首先可以提高招聘效率。通过远程

面试系统跨地域的招聘工作，招聘者或者求职者都可以不受地点

的限制，通过视频可以节省大量的差旅费用。其次，可以提高求

职成功率。通过远程招聘可即时将个人图像及声音传送招聘单

位，通过视频进行面谈招聘单位对求职者会有更深刻的认识，而

且对求职者的了解也会进一步加深，视频面试做到了即时了解对

方的优点提高了求职成功的效率。第三，可以足不出户完成面试。

越来越多的用人单位和高校的毕业生及求职者不愿意长途跋涉

去参加各类招聘会，而通过在视频洽谈就可以双方达成意向，可

以节约求职及招聘的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