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中国优秀高校毕业生 

需求和求职状况  

调查报告 



关于2020年的调查 

  

         本报告的雇主数据统计和分析均基于获得2020大学

生喜爱雇主评选的112家优秀企业报名数据和案例。 

  2.  2020应届毕业生求职状况调查 

         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响，毕业生的调查通过高校辅

导员老师完成，调查时间从5月4日开始，至5月31日截

至，共收到全国65所知名大学的8,544份应届毕业生的

问卷，为五年来最大的反馈量，为均衡各校受访数量，综

合类高校每校采样量不超过120份，理工类高校每校采样

量不高于80份，采样总量为5697份。本报告的毕业生

数据来自于2020应届毕业生求职状况调查的5,697份问

卷。 

 

数据来源 

1. 2020中国大学生喜爱雇主 



中国大学生喜爱雇主 榜单 

Top Graduate Employers of 2020 
IT/互联网 快消/零售 汽车/零配件 银行/保险 交通/运输 

Amazon 亚马逊 Budweiser APAC 百威亚太 BBA 华晨宝马 China UnionPay 中国银联 中国南方航空 

Apple 苹果 DECATHLON 迪卡侬中国 BBAC 北京奔驰 Hang Seng恒生中国 中国邮政集团 

bilibili 哔哩哔哩 Gap 盖璞集团 Bosch China 博世中国 HSBC 汇丰银行 中外运  

ByteDance 字节跳动 IKEA 宜家中国 CONTINENTAL 大陆集团 交通银行 能源/化工 

汉得信息 INDITEX Cummins 康明斯中国 Ping An Bank 平安银行 Air Liquide 液化空气中国 

Inspur Group 浪潮集团 Kimberly-Clark 金佰利中国 Ford福特汽车中国        Standard Chartered 渣打银行 SHENERGY 申能集团 

HSBC 汇丰科技 KraftHeinz 卡夫亨氏 GACTOYOTA 广汽丰田 上海农商银行 赢创工业集团 

HUNDSUN 恒生电子 路威酩轩香水化妆品 SAIC-GM 上汽通用汽车 上海清算所 中国节能 

联想集团 Mars 玛氏中国 SAICMOTOR 上汽乘用车 中国光大银行 通讯设备/服务 

锐捷网络 McDonald's 麦当劳中国 Schaeffler 舍弗勒大中华区 中国太平保险集团 China Telecom 中国电信 

SAP 思爱普中国 Nestlé 雀巢中国 Tesla 特斯拉 中信银行 CHINA TOWER 中国铁塔 

Xiaomi 小米集团 Perfetti不凡帝范梅勒 Volvo Cars 沃尔沃汽车 生物制药/医疗设备 Cisco 思科  

中国航信集团 SEPHORA 丝芙兰中国 Yanfeng 延锋 AstraZeneca 阿斯利康中国 Huaqin Telecom 华勤通讯 

半导体/集成电路 三只松鼠 宇通集团 勃林格殷格翰 HUAWEI 华为 

AMD 超威半导体 TSINGTAO 青岛啤酒 房地产/建筑 BMS 百时美施贵宝 航空工业上电所 

Applied Materials 应用材料 Vitasoy 维他奶中国 富力集团 Johnson & Johnson 强生 GoerTek 歌尔股份 

Arm 安谋中国 Yili Group 伊利集团 合景泰富集团 Medtronic 美敦力 广东移动 

ASML 阿斯麦 机械制造/电气 华夏幸福  Roche Diagnostics 罗氏诊断 Vertiv 维谛技术 

Micron美光科技 Avery Dennison  艾利丹尼森  融创中国 上海医药 中国移动终端 

SMIC 中芯国际 Daikin 大金 瑞安房地产 UIH 联影医疗   

家用电器 Schneider Electric 施耐德电气 上海建科集团 WuXi Biologics 药明生物   

A.O.Smith 艾欧史密斯 LiuGong 柳工 时代中国 中国生物   

Hisense 海信集团 三花集团 新力控股 专业服务   

Joyoung 九阳 SANY Group 三一集团 易居企业集团 Bloomberg 彭博   

  Voith 福伊特中国 中海地产 SGS 通标   

    中骏集团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   



2020 大学生喜爱雇主概况  

   员工规模 

 企业类型 

 行业分布 

2020上榜的大学生雇主112家，均为各行业的领先企业，其中77家上市企业，

占比68.8% （2019年62.5%）；65家为2019年财富500强 （2018年57

家），其中37家全球500强，20家中国500强，8家美国500强。 



清华大学 90 复旦大学 85 浙江大学 96 

北京大学 86 上海交通大学 9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93 

中国人民大学 87 同济大学 95 东南大学 94 

北京邮电大学 80 上海财经大学 92 南京大学 101 

北京科技大学 60 上海外国语大学 89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80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77 上海大学 92 南京理工大学 80 

北京工业大学 66 华东理工大学 80 南京农业大学 73 

北京理工大学 80 东华大学 98 南京师范大学 80 

北京交通大学 80 中南大学 104 西安交通大学 87 

中央财经大学 77 中山大学 85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80 

中国矿业大学 82 华南理工大学 80 武汉大学 93 

哈尔滨工业大学 80 暨南大学 94 华中科技大学 83 

吉林大学 107 安徽大学 120 武汉理工大学 80 

南开大学 96 合肥工业大学 80 西北大学 86 

天津大学 87 厦门大学  91 西南财经大学 85 

东北大学 80 福州大学 77 西南交通大学 80 

华北电力大学 87 苏州大学 100 湖南大学 106 

大连理工大学 80 江南大学 83 南昌大学 110 

广西大学 73 山东大学 88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90 

兰州大学 84 郑州大学 100 四川大学 96 

云南大学 102 长安大学 89 重庆大学 100 

成都电子科技大学 71 西南大学  99     

2020受访毕业生所在的学校  (N=5697)                 
2020受访毕业生所在的学校 
 (N=5697)                 



受访的大学毕业生均来自中国最知名的大学院

校，其中本科毕业生占78.1%，硕士毕业生

20.9%。受访者中女性毕业生不仅在本科生略

占多数，在硕士毕业生中甚至更多。 

 

工科毕业生在受访的毕业生中最多。65所高校

中985大学和理工类高校超过半数，男性毕业

生的数量优势主要来自工科专业；在商科和文

科中，女性毕业生占到了绝大多数，即使在以

应用为主的理科专业，在中国最好的大学里，

女性的比例也在逐年提高，并接近半数。 

 

女生偏多还是女生更强？  

  



招聘 

企业2020人才招聘的不同策略         

• 相对于社会招聘量0.8%的增长，2020中

国学生雇主们今年的招聘计划更倾向大学毕

业生们，招聘量比2019年增加了8.8%。 

• 从招聘总量来说，今年的112家雇主今年计

划招聘总人数达到61.4万人，比2019年增

加了 5.3% ，并不逊于 2019 年的增幅

（5.7%），平均每家雇主招聘5,580人。 

• 计划社会招聘30.9万人，55家雇主的社会

招聘量低于2019年。 

• 计划招聘大学生95,500人，相当于社会招

聘量的31%，2019年这一比例是27%。

38家雇主校招量低于去年，计划提供实习

（兼职）岗位18.8万个，22家雇主的实习

机会低于去年。 

 



单家雇主2020平均招聘量占雇员总数的比例里例 

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增长率上，民营企业都处

于领先。上榜的2020大学生喜爱雇主的民

营企业平均每家招聘 

7,499人
 

民企2020校园招聘量比2019年增长 

    17.4% 

 

         

单家雇主平均的招聘量和2020招聘的增长率 

民营企业的招聘最多，2020招聘规模相当

于现有员工数量的27.0%。 

 

事实上，各行业的跨国公司和国有企业都提

到了来自民营企业的竞争压力。 

 

 

 



单家雇主2020招聘量的增长率--- 行业 

• 2020大学生雇主榜单上的IT/互联网相关、生

物制药和医疗设备、通信设备和服务三行业33

家雇主2020年的招聘量占招聘总量的51.1%。 

• 按照单家雇主2020 的平均招聘量排序，互联网

/电子商务的行业的雇主社会招聘量最大，平均

值为5,648人，其次为快速消费品行业2,883人

和房地产/建筑行业2,673人。 

• 大学生招聘量最多雇主来自通信设备和服务行业，

每家雇主平均校园招聘1,744人，互联网/电子

商务行业1,258人，银行/保险行业728人。实

习生招聘最多的行业分别是互联网/电子商务、

生物制药/医疗设备和房地产/建筑。 

 



求职 

高校的毕业生感觉今年的就业非常难的比例为73.5%，比2019年的调查结果（68.5%）增加了五个百分点。

2018年为 57.6%。感觉机会减少，到异地求职困难，薪酬几乎没有增长，毕业生的求职焦虑达到五年来的最高。 

2020找工作你觉得难吗？ 



你对自己的就业能力如何评价？ 

对于受访65所高校毕业生而言，求职的难最多的是工作机会“不合口味”。但是毕业生对于自己技能的忧虑正在迅速扩

大。一些毕业生因为对求职就业产生恐惧，选择继续求学，或者迟迟不愿意“行动”，甚至故意回避面对就业的现实环境。

面对突然被打乱的求学和就业计划，被限制的异地求职，学生们普遍表示“不知如何是好”。“静观其变”也是很多家长给

毕业生的建议。 





薪酬与福利 

上榜的2020大学生喜爱雇主今年提供大学毕业生的

薪酬水平比2019年平均增长5.7%，为三年来的最低。 

 

薪酬滞涨之下，薪酬策略越来越趋向于多样性和复杂

性。只有11%的雇主说，提供毕业生的薪酬只是依据

学历而不同，三分之一的雇主依据学历和岗位的不同

提供的薪酬水平也不同，超过40%的雇主会根据学历、

工作区域、岗位职能，甚至是否留学回国等多种因素

给予不同的薪酬和福利方案。 

 

           

2020毕业生薪酬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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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提供2020毕业生的薪酬 

  

2020毕业生们的薪酬预期 

  



毕业生们渴望能在求职之前了解

和识别更多的雇主，好让自己的

第一份工作选择和职业成长目标

更适合而不后悔。这意味着雇主

们需要经常出现在学生面前，以

各种灵活新颖的方式吸引学生。

2020大学生喜爱雇主就是这样

做的，因为更大意义上，毕业生

们是企业现有或者潜在的顾客。 



Who is 51job? 

       前程无忧（NASDAQ：JOBS）

是中国领先的人力资源服务提供商。

向雇主提供人才招聘、员工保留和

职业发展等全方位的服务，前程无

忧的在线和移动平台每天为数百万

求职者提供工作机会我们的使命是

成为中国所有人力资源需求的“一站

式服务”。 

数据： 

• 1.4亿份简历 

• 日均在线用户600万 

• 高峰期间日均浏览页面3亿 

 

Quick Facts: 

•140+ million resume database 

•6+ million active job postings 

available online daily 

•300 million daily page views 

during peak season 

51job, Inc. (Nasdaq: JOBS) is the 

leading provider of integrated HR 

services in China. 51job serve 

enterprises and job seekers 

throughout the entire talent 

management cycle, from initial 

recruitment to employee retention 

and career development. Our online 

recruitment platforms and mobile 

applications connect millions of 

people with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every day. Our 

mission is to become the “one-stop 

shop” for all HR needs in China. 

关于前程无忧 

51job.com Yingjiesheng.com 51jingying.com Lagou.com 

Young 
Professionals 

Front-line Hiring for 
Urban services 

Technology Industry 
Talent 

前程无忧的5大招聘平台  
51job Recruitment Services:  
5 Main Platforms 

Experienced 
Professionals 

51mdd.com 

New 
Graduates/Campus 

Hiring 



Campus Receptions 

帮助雇主在美国、加拿
大和英国等地的高校举
办招聘会 
Arrange on-campus 
receptions for 
companies across the 
US, Canada and the UK 

海外校园招聘会 

辅助雇主和学生安排在
线和线下的招聘面试 
Assist employers and 
students in scheduling 
online and offline 
interviews 

Interview Scheduling 

面试安排 
Career Fair 

组织在线和线下的海外
留学生招聘会 
Organize online and 
in-person career fairs 
with job opportunities 
specifically for 
overseas students 

招聘会 
Technology Enabled   

友好的招聘平台方便工
作申请和数据统计 
User-friendly 
recruitment platform 
for easy application 
submission and 
status tracking, 
available both on PC 
and mobile 

数据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