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校毕业生规模达 1076万
社会组织促就业“增岗拓岗”进行时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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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毕业生突破千万
社会组织多措并举增岗拓岗

民政部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年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 90.2
万家。 其中，在县（区）级登记的
城乡基层社会组织达到 68.9 万
家，占社会组织总数的 76%，吸纳
就业人数为 810.4 万人， 平均每
个组织的就业人数约为 12 人；
从人员学历来看，大学专科及以
上为 292.6 万人，占比约 36%。 为
城乡社区提供服务的社会组织
呈现出吸纳就业人数的容载量
高但高学历人员比例亟需提升
的特点，在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
方面仍有较大空间。

7 月初， 民政部社会组织管
理局、北京市民政局联合召开社
会组织助力高校毕业生到城乡
社区就业工作座谈会，进一步引
导社区服务领域社会组织挖掘
自身潜力，积极助力高校毕业生
就业工作。

此后，民政部、教育部及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发布关
于推动社会组织进一步助力高
校毕业生等群体就业工作的通
知，要求各地要把促进高校毕业
生等群体就业摆在社会组织工
作更加突出位置。

这对社会组织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 同时也为其进一步发
挥服务社会的作用提供了广阔
空间。

在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
发展中心（以下简称“北京协作
者”）创始人李涛看来，在促进高
校毕业生就业方面，社会组织最

直接的作用有三点：“一是社会
组织发挥就业载体作用，拓宽大
学生城乡社区就业渠道。 社会工
作服务机构服务对象主要为城
乡社区，组织类型、服务领域、岗
位匹配呈多元化，通过直接提供
岗位可以拓宽大学生城乡社区
的就业岗位。 二是发挥职业赋能
和教育救助功能，提升大学生职
业素养，促进稳定就业。 三是发
挥资源整合作用，扩大学生社会
参与，发掘就业机会，联合多方
形成合力。 ”

据李涛介绍，截至目前，北京
协作者在北京、江苏、江西、山东、
广东等地共有五家机构， 专职人
员 50 余人，兼职九人，其中 60%
为大学应届毕业生， 涉及社会工
作、社会学、教育学、经济学、公共
管理、新闻传播、行政管理、会计
等十几个专业。“目前，北京协作
者仍有 15个岗位在招聘中。 ”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宋
庆龄公益慈善教育中心成立于
2012 年 5 月，是国内率先开展公
益慈善领域本科层次专门人才
培养的教育机构。 截至 2022 年 6
月，该中心已培养八届共 306 名
学生。

该中心主任杨志伟表示，从
短期来看，发挥社会组织担当和
作用，解决市场供需矛盾、缓解
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这是稳就
业、促就业的现实举措。“社会组
织服务大多面向基层社区，鼓励
更多高校毕业生扎根基层，服务
社会民生领域，能够促进社会高
质量发展，同时让社会组织聚集
更多人才。 ”

转变传统就业择业理念
先就业后择业成为一种选择

面对激增的就业压力，高校

毕业生该如何抉择？ 先就业后择
业成为一种选择。

国务院就业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就业指导专家、华东师范
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教授贾利
军谈道，职场中存在一个“三级
跳”理论：第一级，首份工作不要
太在乎薪酬， 应该注重锻炼机
会，通过第一份工作来充分社会
化。 只有在拥有好的知识结构和
社会化程度后，才能变成真正成
熟的工作者。 第二级，要思考在
工作中究竟想要获得什么，建立
起成熟的职业发展观。 第三级，
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追求职场
的巅峰。

“大学生就业具有明显双重
特性。 疫情使得就业形势更为严
峻， 但这种困难是暂时的，1076
万毕业生是优质的人力资源，也
是下一轮中国经济腾飞的有生
力量。 ”贾利军表示。

在杨志伟看来， 社会组织
领域人才需求旺盛， 对有行业
背景和经验的学生有着更多期
待。“中心学生在慈善政策、晋
升渠道、 行业发展等方面受过
一定教育培训， 去社会组织就
业的积极性相比其他专业更

高。 另外，学生更多倾向于基金
会就业，岗位设置、劳动保障、
职业发展相对完善也是选择的
重要原因。 ”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从就业
市场反馈数据看，经济类社会团
体对推动社会发展起到重要作
用，该领域人才需求旺盛，并衍
生出更为专业的人才需求。 不
过，经济类社会团体倾向于从自
身会员企业中挑选人才，高校毕
业生进入经济类社会团体，岗位
设置、劳动保障、职业发展充满
不确定性。 选择经济类社会团体
就业，还不是高校毕业生就业的
主流趋势。

就业需要专业知识
更需要职业理想

目前，社会组织有着非常大
的基数，如何形成合力、挖掘潜
力开发用工岗位， 有很大空间。
而如何利用好这些岗位，让就业
者少走弯路，社会组织在培养模
式上应有充分考量。

作为全国首批高级社会工
作师的李涛认为， 对专业负责
是社会工作伦理中的一条重要

原则， 每一名社会工作者都有
责任培育人才并对其发展负
责。“社会组织岗位价值的发挥
不能只看能力， 还需有奉献社
区的职业理想。 用人单位必须
建立起专业的服务管理和督导
支持系统。 ”

以北京协作者为例。 李涛
表示， 机构会对实习生提供岗
位支持，培育专业理想，增强其
岗位胜任力； 在构建可持续发
展机制外， 还会形成书面、个
案、小组督导、实习前规划及实
习后评估， 与校方沟通等协作
机制， 这些均由具备督导资格
的资深社会工作者担任。“协作
者工作团队中有 20 多人就是
从实习生成长为一线社工乃至
机构管理者的。 ”

李涛表示， 协作者的一个
目标，即通过接受实习生，培养
就业者了解本土社区服务实践
情境，培育公益理念，提高理论
与实践结合的专业服务能力，
推动其持续参与社区服务。 无
论该就业者未来是否留在本单
位工作， 这项培训都是不可或
缺的。

社会组织努力“拓岗”
政府也应有效施策

杨志伟表示，一些社会组织
经费不足、自身发展困难，这是
客观现状，需要引起重视。“应出
台相关激励措施，覆盖社会组织
领域，重视其发展短板，如劳动
保障、职业晋升、薪酬待遇等。 行
业发展短板，实际上限制了高水
平人才进入社会组织行业，产生
阻隔效应。 ”

杨志伟谈道，社会组织拓岗
中有三点值得关注：一是宏观政
策层面，政策供给要破除现有制
度障碍， 营造友善政策环境；二
是新形势下社会组织要加强自
身能力建设， 实现自我突破，在
错位发展上办出机构特色；三是
加大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或
其他保障政策，让社会组织因需
求拓展岗位， 有能力开发岗位，
促进良性就业。

在李涛看来，当前社会组织
巨大的人才需求同低迷的就业
选择之间存在一定矛盾： 一方
面，社会组织需要用人；而另一
方面，相关政策相对模糊，导致
机构内部治理面临不确定性，这
对人才职业规划产生一定影响。

“社会组织、社区、社会工作者真
正的需求需要被重视。 ”

在社会组织规模及数量快
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广大社会组
织更要积极履行社会责任，通过
政策支持及人力资源的升级换
代，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贾利军
谈道，“社会组织更需要优良的
组织文化，用事业留人，用舞台
留人，通过自身努力让机构在行
业中变得更有价值。 ”

教育 部 数 据 显 示 ，
2022 年高校毕业

生规模为 1076 万人，同比增
加 167 万人， 规模和增量均
创历史新高。 以往， 政府部
门、 企业是吸纳高校毕业生
的主力军。 而今，社会组织也
积极响应号召，共促高校毕业
生就业。

2022 年 6 月至 7 月间，
民政部多次召开会议，要求社
会组织挖掘自身潜力，增加就
业岗位，拓宽就业市场。 在数
量快速增长的前提下，广大社
会组织应如何挖掘自身潜力，
增加需求岗位，同时形成人才
发展的长效机制，为促就业带
来机会？ 近日，《公益时报》记
者走访了社会组织、高校、专
家，探寻共促高校毕业生的就
业机会。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宋庆龄公益慈善教育中心第八届公益班毕业典礼

”

北京协作者“协作者学堂”项目周年论坛（图片来源：北京协作者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