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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诺丁汉大学是中国第一所经教育部批准引进世界
一流大学的中外合作大学。大学将国际先进的教学方式引
入国内，是中国第一所普及小班化、全英文课堂、导师制
度的大学。作为国际研究型大学 U21 成员之一，我校现与
遍布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70 所海外一流院校建立密切
交流合作关系，保证每一位学生都有体验海外学习的机会。
在科研方面，我校凭借独特的优势，整合海内外优质科研
资源，特别是利用英国诺丁汉大学与国际企业、欧盟等机
构的伙伴关系，结合地方发展需求积极开展跨国跨界跨学
科科研合作和学术交流，促进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在较
短的时间内取得了一定成绩。

宁波诺丁汉大学至今已有 10 届本科毕业生，12 届硕
士毕业生和 5 届博士毕业生，共 12000 多名毕业生走向世
界。继续求学的毕业生中超过 20% 的学生被牛津、剑桥、
斯坦福等全球排名前十的大学录取，选择就业的毕业生中
超过 75% 的学生进入世界 500 强企业、中外知名企业或机
构，并受到雇主的广泛认可。在伦敦金融街顶级投行、全

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大型跨国公司、尖端技术实验室、
各国顶尖名校，到处都能见到宁波诺丁汉大学学子的身影。

我校一直以“全程、全员、全方位、精准化”的指导
方针 (to offer comprehensive, professional and tailor-
made career services throughout students' university 
life) 开展就业指导工作。结合教育部提出的“建立健全精
准推送就业服务机制，促进毕业生更加充分和更高质量就
业”的要求，2016-2017 年度，我校搭建全新的就业信息
服务平台，实现“一生一策”动态管理；以实习实践为抓
手，分阶段就业指导为支撑，从根本上提高了毕业生在国
际舞台上的就业竞争力。今年，本科、硕士和博士毕业生
六个月后的就业率分别达到 97.4%、 93.7% 和 100.0%。
本科毕业生升学质量再创新高，选择升学的本科毕业生中，
81.8% 被世界前百院校录取，27.5% 被世界排名前十的世
界名校录取，该比例较去年同期提高了 6.2%。81.5% 直接
就业的硕士毕业生受雇于中国乃至世界知名企业和机构，
比例比去年提高了 0.8%。博士毕业生实现 100% 就业。

宁波诺丁汉大学 2017 届毕业生共计 1688 人。其中本科、
硕士和博士毕业生人数各占总毕业人数的 79.7%、18.8% 和
1.5%。大陆统招生源来自全国 28 个省市自治区，其中，浙江省、
黑龙江省和安徽省的生源占比位居前三。海外及港澳台毕业生
共 201 人 , 他们来自全球 30 个国家和地区，主要为印度尼西亚，
英国，德国，俄罗斯。

表 1-1：宁波诺丁汉大学 2017 届毕业生信息总览

学历层次 总人数 学历层次
（比例）

大陆生源
（人数）

大陆生源
（比例）

海外及港澳台生源
（人数）

海外及港澳台生源
（比例）

本科 1345 79.7% 1211 90.0% 134 10.0%

硕士 318 18.8% 254 79.9% 64 20.1%

博士 25 1.5% 22 88.0% 3 12.0%

总人数 1688 100% 1487 88.1% 201 11.9%

一、毕业生概况

引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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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业率 =（直接工作人数 + 升学人数 + 自由职业人数 + 自主创业人数 + 应征义务兵人数）/ 总人数 ×100%

 通过对 2017 年 7 月毕业的 1211 名国内统招全日制本科毕业生的去向数据进行系统采集和电话回访，毕业六个月后的
回复率达到 100.0%。 结果显示，截至 2017 年 12 月 1 日，就业率达 97.4%。继续升学人数占总毕业生人数的 83.0%，比
2016 年同期升高 5.2 %；直接工作人数（签订就业协议、劳动合同和正式实习协议）占总毕业生人数的 12.7%，比 2016 年
同期减少 5.0%；从事自由职业（包括入职家族企业）和创业的比例为 0.8% 和 0.7%， 比例与去年持平。

表 2-1   2017 年中国大陆本科生就业去向分布

（一）按院系和专业分析

毕业去向
2017 年 12 月

人数 比例

继续升学 1005 83.0%

直接工作 154 12.7%

自由职业 10 0.8%

自主创业 9 0.7%

暂不就业 32 2.6%

应征义务兵 1 0.1%

总计 1211 100.0%

表 2-2:  三大学院就业率统计

按学院分，2017 届本科毕业生中 34.3% 来自商学院，37.7% 来自理工学院，28.1% 来自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三大学
院就业率均在 96.5% 以上，其中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的就业率最高，接近 98.0%。毕业后继续升学比例最高的是理工学院 ,
比例为 85.5%，直接工作比例最高的是商学院，比例为 15.2%。

学院名称 人数 学院人数
比例 就业率 升学比例 直接工作

比例 自主创业 自由职业 应征义务兵

商学院 415 34.3% 97.8% 81.2% 15.2% 0.7% 0.5% 0.2%

理工学院 456 37.7% 96.5% 85.5% 9.0% 1.1% 0.9% 0.0%

人文社会科学
学院 340 28.1% 97.9% 81.8% 14.7% 0.3% 1.2% 0.0%

总人数
（大陆统招） 1211 100% 97.4% 83.0% 12.7% 0.7% 0.8% 0.1%

04

2017 届本科毕业生
去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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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按院系和专业统计毕业去向分布

商学院

专业 人数 就业率 升学人数 （比例） 直接工作人数（比例） 自主创业人数 （比例） 自由职业人数 （比例）

国际商务
管理 104 97.1% 79 76.0% 21 20.2% 1 1.0% 0 0.0%

国际商务
经济学 134 98.5% 107 79.9% 23 17.2% 0 0.0% 2 1.5%

国际商务与国
际传播学 4 100% 4 100.0% 0 0.0% 0 0.0% 0 0.0%

金融财务
与管理 163 96.9% 138 84.7% 19 11.7% 1 0.6% 0 0.0%

国际商务与德
语 / 法语 / 西
班牙语 / 日语

10 100.0% 9 90.0% 0 0.0% 1 10.0% 0 0.0%

理工学院

专业 人数 就业率 升学人数 （比例） 直接工作人数（比例） 自主创业人数 （比例） 自由职业人数 （比例）

材料成型
及控制工程 42 100.0% 36 85.7% 5 11.9% 1 2.4% 0 0.0%

电气工程
及其自动化 52 94.2% 44 84.6% 3 5.8% 2 3.8% 0 0.0%

工业设计 27 100.0% 23 85.2% 4 14.8% 0 0.0% 0 0.0%

化学工程
与工艺 30 96.7% 26 86.7% 2 6.7% 1 3.3% 0 0.0%

环境工程 32 96.9% 29 90.6% 2 6.3% 0 0.0% 0 0.0%

环境科学 32 100.0% 30 93.8% 1 3.1% 0 0.0% 1 3.1%

机械电子
工程 5 100.0% 5 100.0% 0 0.0% 0 0.0% 0 0.0%

计算机科学 45 93.3% 37 82.2% 4 8.9% 0 0.0% 1 2.2%

计算机科学与
管理 4 100.0% 4 100.0% 0 0.0% 0 0.0% 0 0.0%

建筑环境
与能源应用工

程
75 98.7% 68 90.7% 4 5.3% 1 1.3% 1 1.3%

建筑学 1 35 85.7% 19 54.3% 11 31.4% 0 0.0% 0 0.0%

软件工程 4 100.0% 3 75.0% 1 25.0% 0 0.0% 0 0.0%

数学与应用数
学 16 100.0% 14 87.5% 1 6.3% 0 0.0% 1 6.3%

土木工程 45 97.8% 42 93.3% 2 4.4% 0 0.0% 0 0.0%

计算机科学与
人工智能 12 91.7% 10 83.3% 1 8.3% 0 0.0% 0 0.0%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院系 人数 就业率 升学人数 （比例） 直接工作人数（比例） 自主创业人数 （比例） 自由职业人数 （比例）

国际传播系 134 99.3% 105 78.4% 23 17.2% 1 0.7% 4 3.0%

国际经济
与贸易系 76 96.1% 64 84.2% 9 11.8% 0 0.0% 0 0.0%

英语语言与
文学系 2 49 98.0% 40 81.6% 8 16.3% 0 0.0% 0 0.0%

国际事务与
国际关系学系 3 81 97.5% 69 85.2% 10 12.3% 0 0.0% 0 0.0%

1 我校建筑学本科阶段为英国皇家建筑师认证 (RIBA) 的第一阶段 , 为取得 RIBA 第二阶段的认证的两年制硕士课程的录取通知书，大部分学生在毕业后先用一年

左右的时间准备作品集或实习。
2“英语语言学与文学系”包括英语与应用语言学（4+0/2+2）、英语研究与国际商务、英语语言与文学（2+2）。
3“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学系”包括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与日语、国际关系与西班牙语、国际关系与法语、国际关系与德语、欧洲学专业。

（二）高层次的海外深造

1. 按国家和地区分析

经统计，继续深造的本科生分布在全球 16 个国家和地区，其中英国、澳大利亚和美国最受欢迎。值得一提的是，我校本
科毕业生越来越受到英美名校的青睐，选择在英国和美国留学的人数和比例逐年升高。

2. 按排名分析

本报告采用权威研究机构 QS (2017) 世界大学综合排名体系对我校 2017 届本科毕业生海外深造院校质量进行评估。在
选择升学的毕业生中，27.5% 入读排名前十的顶尖高校，81.8% 入读排名前一百的世界院校，88.1% 进入排名前两百院校 , 下
表为我校 2017 届本科生升学统计情况，按学院整理统计。

表 2-4  2017 届本科毕业生升学前十位国家 / 地区

表 2-5  2017 届本科毕业生升学质量情况

国家
2017 届 2016 届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英国 617 62.6% 553 57.7%

澳大利亚 157 15.9% 201 21.0%

美国 112 11.4% 93 9.7%

中国香港 28 2.8% 33 3.4%

中国 23 2.3% 24 2.5%

日本 15 1.5% 7 0.7%

加拿大 14 1.4% 14 1.5%

法国 7 0.7% 19 2.0%

新加坡 7 0.7% 11 1.2%

瑞士 6 0.6% 3 0.3%

合计 986 100.0% 958 100.0%

2016/17 QS
世界大学排名

本科毕业生升学统计

合计 商学院 理工学院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排名前 10 276 27.5% 51 15.1% 162 41.5% 63 22.7%

排名前 50 558 55.5% 157 46.6% 254 65.1% 147 52.9%

排名前 100 822 81.8% 264 78.3% 336 86.2% 222 79.9%

排名前 200 885 88.1% 289 85.8% 361 92.6% 235 84.5%

合计人数
（出国出境） 1005 337 390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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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届本科毕业生
在 QS 世界排名前 50 大学
深造情况

美 国

斯坦福大学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宾夕法尼亚大学
哥伦比亚大学
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
杜克大学
西北大学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纽约大学
康奈尔大学

英 国

剑桥大学
牛津大学
伦敦大学学院
帝国理工学院
伦敦大学国王学院
曼彻斯特大学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布里斯托大学

瑞 士

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

新加坡

新加坡国立大学
南洋理工大学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墨尔本大学
悉尼大学
西悉尼大学
新南威尔士大学

中国香港

香港大学
香港科技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

加拿大

麦吉尔大学
多伦多大学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0908

我校在全球 9 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 18 个
宁诺校友分会，为校友提供终身服务（lifelong 
services）, 支持校友的工作与生活。他们分布
在伦敦、纽约、洛杉矶、香港、台湾、悉尼、
墨尔本、马德里、印度尼西亚、巴黎、上海、
北京、杭州、深圳、广州、成都、南昌和宁波。
根据宁波诺丁汉大学校友会提供的数据显示，
截止到 2016 年 7 月， 继续留在英美澳加等发
达国家工作的人数超过 350 人。同时，随着我
国综合国力的增强，留学回国人员就业政策和
创业政策的不断完善，以及各级政府对国际人
才的日益重视，宁诺学子心系祖国，放眼世界，
升学深造的留学生归国比例达到 95% 左右。

我校 2017 届本科生在世界排名前 50 大学深造情况

宁诺校友会分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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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暂不就业情况分析

院校 国家 排名说明 

伦敦商学院 英国 全球最顶尖的 10 所商学院之一

卡斯商学院 英国 全球商学院排名 45，全欧商学院排名 19

萨凡纳艺术与设计学院 美国 全美最大的艺术学院，也是全球最大的艺术
大学之一

北方高等商学院 法国 全法商学院排名第 5

格勒诺布尔高等商学院 法国 欧洲最顶尖的商学院之一，法兰西精英教育
系统大学校“Grandes Écoles”的成员

合计 17

此外，另有 17 位毕业生选择入读在专业领域声望甚高的世界顶尖院校，如世界顶尖的伦敦商学院和卡斯商学院。尽管这
些院校并没有纳入 QS 综合排名体系，但依然能够说明我校毕业生的国际化学术能力。

表 2-6 我校毕业生在全球其他顶尖院校深造情况

（三）高质量的就业舞台    

1. 按就业单位性质分析

从就业单位的性质来看，直接工作于民营企业、外资及合资企业和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人数居前，分别占直接工作人数
比例为 63%、24.7%、9.1%，这充分体现了民营企业在企业文化、收入水平和晋升机制等方面提升迅速，在吸引国际化人才
的过程中，具备了越来越强的竞争优势。

就业单位类型 人数 比例 单位名称举例

国有 / 国有控股企业 14 9.1% 中信证券、中国银行、中国中车、工商银行

机关 / 政府 / 事业单位 5 3.2% 联合国环境署驻北京办事处，浙江日报、宁波诺丁汉大学

民营企业 97 63% 其中大型集团、上市公司、知名国内企业比例为 48.5%，如宁波
银行、远大物产、碧桂园、芒果互娱、招商银行、新东方

外资及合资企业 38 24.7%
其中 89.5% 为世界 500 强和全球行业龙头企业，如宝洁、特斯拉、
通用电气、普华永道、德勤管理咨询、罗德公关、江森自控、IBM（中

国）、暴雪游戏、安永

表 2-7 本科毕业生就业单位性质

从行业分布方面看，受互联网经济和“一带一路”政策的积极影响，毕业生就业集中于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17.5%）和制造业（16.9%）以及租赁和商务服务业（16.2%）。此外，文化、体育和娱乐业（12.3%），金融业（12.3%）、
教育行业（9.7%）以及建筑行业（7.1%）颇受毕业生的欢迎。

 招生与就业办公室通过邮件和电话回访了解到 32 个暂
不就业学生的具体情况：12 人正在申请 2018 年海外研究生
项目；3 人正在准备国内研究生入学考试；6 人仍在积极寻找
工作；3 人在等待公务员录取结果；1 人在自主创业的前期准
备阶段；3 人在准备相关的职业资格考试； 4 人正在准备打
工度假（Working holiday）。这体现了部分 90 后人群价值

取向趋向多样化，视野趋向国际化，在追求自我实现的过程中，
利用间隔年（Gap Year）去体悟和思考人生。我校充分尊重
暂不就业学生的想法，支持他们从容自主地设计自己的未来
职业道路。同时，在毕业后持续关注他们的进展，提供终身
校友服务。

2. 按行业分布分析

图 2-9 2017 届本科毕业生直接就业行业分布

11宁波诺丁汉大学 2016-2017 学年就业质量年度报告
UNNC 2016-2017 Careers and Employability Annual Report

金融业 教育行业 建筑行业

12.3% 9.7% 7.1%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

和软件业

制造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17.5% 16.9% 16.2% 12.3%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17.5%

批发和零售类 1.9%

金融业 12.3%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0.6%

制造业 16.9%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1.3%

教育 9.7%

房地产业 0.6%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6.2%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0.6%

建筑业 7.1%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12.3%

国际组织 0.6%

住宿和餐饮类 1.9%

按行业分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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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届硕士毕业生
去向分析

数量 比例

直接工作 210 88.2%

继续升学 8 3.4%

自主创业 3 1.3%

自由职业 2 0.8%

暂不就业 15 6.3%

总计 238 100.0%

表 3-1: 2016 年毕业硕士去向分析

按学院的情况来看， 共 91.7% 的商学院毕业生选择直接工作、自由职业和自主创业，而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这一比例 
为 86.1%；在继续升学方面，理工学院的比例最高， 占比 20%。

（一）高品质的就业质量

1. 按院系和专业分析

图 3-1 硕士生毕业去向 - 按学院分

直接工作 自由职业 继续升学 自主创业 暂不就业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86.1% 0.0% 7.0% 0.0% 7.0%

商学院 89.0% 1.1% 2.1% 1.6% 6.3%

理工学院 80.0% 0.0% 20.0%  0.0% 0.0%

总计 88.2% 0.8% 3.4% 1.3% 6.3%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商学院
理工学院
总计

12

2017 年 5 月，招生与就业发展办公室对毕业后六个月的硕士毕业生（共计 254 人）的去向进行跟踪，共得到 238 份有
效回复， 回复率为 93.7%，就业率为 93.7%，其中回复的同学中，88.2% 直接工作，3.4% 继续升学。



20
16

届
硕

士
毕

业
生

去
向

分
析

1514 宁波诺丁汉大学 2016-2017 学年就业质量年度报告
UNNC 2016-2017 Careers and Employability Annual Report

宁波诺丁汉大学 2016-2017 学年就业质量年度报告
UNNC 2016-2017 Careers and Employability Annual Report

表 3-3 各院系专业去向举例

就业单位性质 人数 比例 备注

机关 / 政府 / 事业单位 51 24.3% 如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航天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院、中国科
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院

国有 / 国有控股企业 34 16.2% 如杭州钢铁集团、五大国有银行、中国中车

外资及合资企业 21 10.0% 90.5% 为世界 500 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如欧莱雅、西门子、
ZARA、普华永道、毕马威、德勤、汇丰银行等

民营企业 104 49.5%
72.1% 为中国 500 强、上市公司、大型控股集团， 如河南中
烟工业集团、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宁波舟山港集团、远大物

产集团。

总计 210 100.0%  /

表 3-2：硕士毕业生单位性质情况

2. 按就业单位性质分析

学院名称 学科和院系 就业单位 升学学校

商学院

创业与创新管理学 慈林医院、内蒙古电力公司、九鼎投资、邮政储蓄银行、宁波
大红鹰学院 /

金融与投资学
普华永道、毕马威、德勤、中信银行、交银金融、浙江工商大学、
建设银行、道富信息科技、舟山港集团、大华技术、中国航天

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院、上海社会科学院
宁波诺丁汉大学

国际商务 远大集团、汇丰银行、西门子、中投证券、中信建投证券、中
国人寿 /

国际管理 中国银行、欧莱雅、Michael Page、 中国中车、A&F、浙大
继续教育学院、温州肯恩大学 宁波诺丁汉大学

理工学院 工程测量和大地测量 高格公司、鄞州区瞻岐镇公共事务服务中心 /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英语语言学与文学系

上海市浦东外国语学校东校、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宁波市江北
区教育局下属学校、李惠利中学、重庆巴蜀常春藤学校、宁波
外事学校、宁波市规划与地理信息中心、浙江师范大学附属嘉

善实验学校、译美教育

/

教育学系 宁波诺丁汉大学 西悉尼大学

国际传播学系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院、宁波银行、杭州钢铁
集团、ZARA、温州肯恩大学 /

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学系 成都实验外国语学校、网易、宁波诺丁汉大学 印第安纳大学

*“国际事务与国际关学系”包括国际关系与世界历史
*“国际传播学系” 包括国际传播学和英语翻译
*“英语语言学与文学系”包括应用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与英语语言教学
*“教育学系”包括国际高等教育

从直接工作的情况来看，就业于民营企业的学生人数占全体硕士毕业生人数的 49.5%，其中超过 70% 在中国 500 强、
上市公司、大型控股集团工作， 如河南中烟工业集团、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宁波舟山港集团、远大物产集团等。除此之外，
硕士毕业生较青睐政府机关及事业单位和国有控股企业，就业于以上单位的人数占总直接工作人数的 40.5%，10.0% 的同学
在外资及合资企业工作。

图 3-3：硕士毕业生毕业后 6 个月的工作满意度调查

图 3-2：硕士毕业生薪资情况调查 （元 / 月）

3. 按收入分析 

4. 按工作满意度分析

3%

22%

6%

13%

19%
3%

19%

0%
3%

0%0%
3% 6%

3% 4000-4999
5000-5999
6000-6999
7000-7999
8000-8999
9000-9999
10000-10999
11000-11999
12000-12999
13000-13999
14000-14999
>15000
>20000
>25000

16%
1%

60%

23%

没感觉

不太满意

比较满意

非常满意

据我校招生与就业办公室不完全统计，硕士毕业生的税前平均月收入为 9510.4 元，大部分学生的月收入水
平在 5000 元以上， 其中 22% 的毕业生收入在 5000-5999 元之间，8000-8999 元（19%）和 10000-11999
元（19%）。与智联招聘发布的《2016 年应届毕业生就业力调研报告》中毕业生平均薪酬为 4765 元相比，我
校毕业生优势显著。

招生与就业发展办公室在对毕业 6 个月后的硕士毕业生进行了工作满意度调查，结果显示，23% 的硕士毕业
生对目前的工作非常满意，60% 的硕士毕业生对工作比较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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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届博士毕业生
去向分析

表 4-1 2016 届博士毕业生高质量就业单位一览表

学院 专业 单位

理工学院

化学与环境工程 宁波诺丁汉大学、华峰集团 、武汉大学

可持续能源与建筑技术 宁波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丽水学院

数字经济 长安大学

机械、材料制造工程 福建工程学院

电子电气工程 深圳大学

能源技术 宁波诺丁汉大学

计算机科学 宁波诺丁汉大学

商学院

金融学 浙江财经大学

商务管理 宁波诺丁汉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上海大学

经济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在科研方面，以“汇集全球智慧，解决地方难题”为己任，近几年，
宁波诺丁汉大学、英国诺丁汉大学与宁波市政府联手打造宁波国际智慧城
市研究中心、宁波诺丁汉国际海洋经济技术研究院、宁波国际合作研究所、
诺丁汉大学宁波新材料研究院、诺丁汉（余姚）智能电气化研究院等多个
科技合作平台，将政府、高校、企业有机结合起来，在科学研究、知识创新、
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四大领域深化协同合作，增强区域创新能力、促进地
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经教育部批准，博士生
的招生名额于 2017 年增加至 225 名。 

2016 年博士毕业生共计 25 名。其中国内生源博士为 22 人，有 20
人回复了毕业调查，回复率为 90.9%，就业率为 100%。

（一）高起点的全员就业

16



19宁波诺丁汉大学 2016-2017 学年就业质量年度报告
UNNC 2016-2017 Careers and Employability Annual Report

就业指导的
主要举措

18

就
业

指
导

的
主

要
举

措

学校招生与就业发展办公室充分落实教育部提出的“建立健全精
准推送就业服务机制，促进毕业生更加充分和更高质量就业”的要求，
紧紧围绕国际化人才培养目标，构建“全程、全员、全方位、精准化”
的工作体系（to offer comprehensive, professional and tailor-made 
career services throughout students' university life）、积极引进世
界知名企业、通过分层次和个性化指导相结合的方式，着力提升毕业
生的全球就业竞争力。今年，我校更是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将就业
服务送到学生身边、递到指尖；打造了全新的就业信息服务平台，经
过全体就业指导工作人员的努力，根据 2016 年 Nottingham Student 
Experience Survey 的结果显示， 2016/17 年的就业服务满意度提高
3%，超出参与问卷调查的全球 190 多所高校的平均满意度。具体工
作总结如下 :

( 一 ) 以精准推送为目标，搭建就业信息服务新平台
招生与就业发展办公室于今年搭建了全新的就业信息服务平台 careers.

nottingham.edu.cn。该平台为学生提供求职择业、职位查询检索、就业指导、
报到落户及派遣等服务 , 实现了“高质量”的就业岗位信息发布、“菜单式”
的职业指导服务、“互动式”的及时政策咨询以及“管家式”的就业跟踪服务。
同时，该平台的建立也为用人单位招聘我校毕业生提供了更为便捷的渠道。
自该平台建立至今，已吸引了包括联合利华、普华永道、欧莱雅、博世电动
工具等 101 家知名企业入驻。同时，近百场就业活动通过平台发布并宣传。
该平台推出的同时，学校进一步整合平台、邮箱、微信公众号、微信群等就
业指导和服务渠道，智能化匹配关键信息，实现“一生一策”动态管理，效
果明显。

为实现就业实习岗位的精准推送，每一位学生可以在每学期报到注册
阶段进行求职意愿登记，也可以随时更改求职意愿。求职意愿信息数据库与
用人单位岗位需求信息数据库进行比对，智能化匹配学历、专业、地域等关
键信息，为学生与用人单位精准推送符合要求的供需信息。目前，“线上服
务、线下支持”工作模式已经成为我校就业服务的新常态，个人就业咨询的
数量比去年增长了两倍，就业服务满意度有较大提升。我校将继续致力于平
台的建设与改进，打造信息更加完善、功能更加全面、匹配更加精准的就业
信息平台，为宁诺学子更高更远的职业道路奠定坚实的基础。

图 5-1 就业网站、手机 APP、微信订阅号、
微信互动群精准传递就业服务

CareersUNNC 就业平台 岗位推送

就业资讯

CareersUN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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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全方位对接知名企业为导向，打造“宁诺人”品牌效应

至今已有 12000 多名毕业生从宁波诺丁汉大学走向世界，选择就业的毕
业生中，75% 以上的学生进入世界 500 强企业、中外知名企业或机构。毕业
生在工作中所展现出来的出色的沟通能力、扎实的英语基础、开阔独立的思
维和顺应市场的国际化视野，受到用人单位广泛认可。“宁诺人”的品牌效
应效果凸显，加之历届校友的牵线搭桥，越来越多的企业在开学前就预定了
招聘场次，如德勤、毕马威、普华永道、玛氏、欧莱雅、汇丰银行、百威英博、
蓝色光标、碧桂园、博世电动工具等企业成为学校的常客。今年，新达成合
作意向的企业数量比去年增加了 167 家，特斯拉、吉利集团、埃森哲、艾德
韦宣、滴滴出行等公司纷纷向我校抛出橄榄枝。

通过线上智能匹配、线下精准对接的招聘服务新模式，招生与就业发
展办公室累计发布了 1200 个岗位信息，举办了 56 场大型企业校园招聘活
动，企业数量比去年增加 16.7％，涉及了与我校所开设专业高度相关的互联
网、制造、化工、消费零售、媒体、建筑、市场、金融、财务的 9 个领域，
40.98% 的企业提供跨文化工作环境。

为配合当地人才发展战略，今年我校也拓展了不少宁波的优质企业。4 月，
我校与南部商务区管委会共建 “国际化人才实习基地”，不同年级的学生可
以在“家门口”随时随地实习。11 月，我校和宁波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共同举办宁波留学人员招聘会，共同推动宁波国际化人才市场的建设，30 几
家经过审核的企业为我校各个年级不同国籍的学生提供国际化实习、就业机
会。今后，我校将优化校招服务，巩固发展与企业间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打造就业服务顶尖品牌，以更人性化、更优质的服务，在学生职业规划道路
上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2016.09

 美国道富银行
 德勤
 毕马威
 欧莱雅（中国）
 A&F
 普华永道
 玛氏
 滴滴出行

 立信
 Ikea
 希尔顿酒店
 中国银行
 ZARA
 百威英博
 汇丰银行
 娃哈哈
 敏实集团
 HAYS
 中国中车
 苹果（中国）
 中国港湾工程

2016.10

 Michael Page
 震旦集团
 玛氏食品 巧克力工厂参观

2016.11

 吉利
 远大物产
 美国道富银行
 亚厦股份
 宁波文化广场
 浙江日报报业集团

瀚纳仕

2017.03

 苹果（中国）
 特斯拉
 艾德韦宣
 中央电视台梦工坊

2017.04

 2017 Summer Placement Program
欧莱雅（中国）、玛氏食品（中国）、复星集团、博世电动工具、格利资、
蓝色光标、华润集团、艾德韦宣集团、上海心生、华商集团、 
敏实集团、 Motion Global 
 与宁波南部商务区建立“国际化人才实习基地”

21

就
业

指
导

的
主

要
举

措

非常喜欢 UNNC，这里有美丽的校园，优秀的老师，国际化的学术氛围和一流的学生！总是可以

看到他们自信的面孔，感受到他们对知识的渴求。在过去的三年里我们已经成功举办了管培生项目的校

园路演，许许多多有才华的毕业生已经加入了我们公司并从这里开启了他们的职业生涯。非常欢迎未来

能够有更多优秀的 UNNC 的同学到来！

- 希尔顿国际酒店集团人力部 

图 5-4   名企进宁诺计划

我们很荣幸来到UNNC开展宣讲和招聘活动，并且非常感谢就业办和学生的组织和支持，
整个过程进展地十分顺利。干净整洁的校园环境，国际化的校园氛围以及积极主动 , 热情开
放的同学都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见证了 UNNC 培养出的高质量的青年人才，他们不
仅在学术上表现不凡，而且展现出优秀的心理素质。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将非常期待再次
走进 UNNC 开展企业推广活动。

- Michael Page 人力资源部 

图 5-2 毕马威宁诺专场招聘会

图 5-3 德勤在宁诺专场招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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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全程化实习服务为抓手，破解职业规划难题

作为最受欢迎的校园活动之一，暑期实习生项目（Summer 
Placement Programme，简称 SSP）已成功举办了 3 届。今年，
SSP 与 12 家国内外知名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开放 85 个优质岗
位，吸引了 2000 多位学生的报名。SSP 成为学生通往名校名企梦
想的基石，应于蓝同学，2017 届英语研究与国际商务专业曾经在
Gleeds 实习，毕业后收获牛津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暑期实习生项目 - 顶尖岗位的争夺战

图 5-5  2016-17  12 家企业专门为我校开辟暑期实习通道

南部商务区国际化人才基地 -“家门口”的实习

今年 4 月，我校与宁波南部商务区管理委员会共
建“国际化人才实习基地”。实习基地提供兼职实习、
企业走访和实践观摩等机会，为低年级学生创造第一
份实习机会。凤凰新媒体、宝锐进出口、博洋集团、
仁欣环科院、青藤酒店集团和中基集团参与了今年的
体验项目。宁诺学子展现出的勇于探索尝试的精神、
对职业规划的积极态度得到了各大企业和南部商务区
委员会的充分肯定。各公司均表示，非常愿意为宁诺
学子提供更多体验的机会。 

图 5-7 宁波诺丁汉执行校长 Chris Rudd 授予
宁波南部商务区管理委员会 “国际化人才实习基地”

实习生招聘会 - 我的实习我做主

我校于每年 4 月中旬举办实习生招聘会（Internship 
Fair），此次招聘会中， 欧莱雅、复星、玛氏、碧桂园等
40 家企业为学生提供了 1200 余个实习机会。通过和企业
代表面对面零距离的交流，同学们获得求职建议，从而制定
清晰的目标计划。IF 充分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经统计，每
年超过 94% 的学生参与不同形式的实习实践活动。

图 5-8  实习生招聘会现场

1

2

34

实习直通车项目 - 消灭零实习

实习直通车项目旨在给大三尚未有过社
会实践经验的同学创造暑期实习机会。参与
项目的 17 名大三同学全部加入了上海的知
名外资、合资企业实习，如医药龙头企业美
敦力、诺华，消费品和零售龙头企业通用磨
坊、不凡帝糖果、麦德龙，化工和制造龙头
企业巴斯夫、莱尼电器等。多名参加了实习
的同学纷纷表示，实习和自己想象中很不一
样，幸好在大三暑假迈出了实习的第一步，
为大四的深造或就业逐渐拨清了方向。部分
同学通过三个月的暑假实习给企业留下了良
好的印象，比如在不凡帝糖果实习的王同学
已经收到了该企业的留用邀请。

图 5-6 暑期实习生项目（Summer Placement Programme）活动展示

实习是学生职业规划和求职的关键环节，为了营造浓厚的实习氛围，帮助学生积累丰富的实习经历，引导学生早着手、早
准备，合理规划。我校将实习服务（Work Experience Service）作为就业工作的重中之重，组织了符合学校、学生实际的特
色实习项目及活动。

宁诺的学生有良好的形象，极佳的英语沟通能力。学校注重培养学生在理论知识和实践
经验并重的高素质人才。给学生进入企业及出国进修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宁诺的学生是非常
适合在跨国公司工作的优秀人选。

- 尼尔森人力资源部

我非常满意与 UNNC 之前的合作，参与暑期项目
的实习生都有很强的责任感，良好的沟通能力，活跃的
创新思维，外向开朗的性格，我相信这些特质使他们能
够胜任公关这份工作，非常期待之后与贵校的继续合作。

- 蓝色光标人力资源部 



2524 宁波诺丁汉大学 2016-2017 学年就业质量年度报告
UNNC 2016-2017 Careers and Employability Annual Report

宁波诺丁汉大学 2016-2017 学年就业质量年度报告
UNNC 2016-2017 Careers and Employability Annual Report

就
业

指
导

的
主

要
举

措

图 5-9 副校长、党委副书记沈伟其教授为大赛致辞，
企业家代表和公司 HR 为选手点评

图 5-11：玛氏宣讲会 - 宁波站诺丁汉大学站

实习金像奖 - 说出你实习的笑和泪  

随着校园内社会实践氛围的日趋浓厚，越来越多的同学意识到在学生阶段
参与实习的重要性。招生与就业办公室在不断为同学开拓更多实习机会的同时，
为鼓励同学们积极参与社会实践、踊跃分享自己的实践经历，于 2017 年 10 月
举办了第一届宁诺实习金像奖（Golden Interns Award）。

    金像奖的决赛于 2017 年 10 月 18 日在思源报告厅举行，吸引了全校各
年级的同学报名和观看，当晚不仅思源报告厅近四百个位置座无虚席、不在现场
的同学也通过火爆的网络人气票选加入进来，为自己欣赏的选手投出宝贵的一票。
18 日晚上六点，来自商社工三个学院的 18 名国内外选手激情洋溢地展现了自己
在假期实习中的所见、所思、所得，其中来自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的大三学生刘
博众（实习于特斯拉中国研发中心）、来自金融财务与管理的大四学生慕沅宇（实
习于玛氏公司）和来自国际传播学的大二学生周江宜（实习于王李亚洲资源有限
公司）获得了全场观众和评委的一致认可，夺得金像奖前三甲。通过这次大赛，
大家发现原来身边有那么多同学，在踏实地一笔一画地为自己勾画未来，他们付
出了很多，也收获了很多。一位来自大三的金融与财务管理的同学不无感慨地说：
“很多曾经以为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实习企业的职位，没想到宁诺的学生可以做得
很好，我假期也一定要去试试。” 宁诺实习金像奖（Golden Interns Award）
不仅成为展示实习成果的平台，也燃起了同学们在国际就业舞台上追逐梦想的希
望与期盼。

国际就业周 - 外籍学生圆梦中国

越来越多的外籍学生希望通过宁诺的学习熟悉和了解中国的就业市场，并在中国找到工作。为了帮助这些同学实现职业梦想，
招生就业办与 2017 年 11 月开展为外籍学生和港澳台学生量身定制的 “2017 宁诺国际就业周”的活动。在一周的活动中，同学
们参加了宁波和上海的国际人才招聘会，参观了凤凰新媒体、中基集团和赛尔富电子等 7 家企业，了解了签证信息，优秀国际生
代表特地回校给同学们分享求职技巧。伴随着同学们的不懈努力，已经有多名外籍学生拿到了大中型制造、互联网企业的录用书，
开始了他们的中国梦。 

图 5-10  我校为外籍学生和港澳台学生量身定制就业加速计划

5 6

宁波诺丁汉大学的学生视野开阔、思维活跃，
有强烈的好奇心和清晰的自我发展方向，这些不同
于其他大学学生的品质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既是来源于学校开放的氛围，也与职业发展中心
长期的教育密不可分。我们真诚地期望学校继续坚
持这样的人才发展理念，并以优秀的毕业生将这样
的理念传播到更多地方。

- 玛氏食品（中国）人力资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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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2  就业指导工作坊和模拟面试

图 5-13“诺丁汉卓越奖”课程

图 5-14  线上互动就业指导课堂

（四）以学生为本 , 构建一流的就业指导服务体系

分层教学分类指导，实施菜单式就业指导服务

我校致力于构建全面的职业生涯规划体系，并借鉴英式教
育模式，通过必修课、辩论课、研究型讲座、企业走访和观摩
实践的方式，分层次地开展就业启蒙教育。招生与就业发展办
公室总结学生在职业咨询中最常问到的 5 大问题，从“我不知
道未来可以做什么”、“什么是好工作”、“投了那么多简历，
为什么一个回复都没有”、“毕业之后是工作，读研还是创业”
和“我如何规划大学的四年生活”，深入浅出地为学生剖析职
业规划面临的难题。

大一通过开展职业生涯规划必修课，结合测评系统的应
用与分析，帮助他们发现和了解自己的性格、兴趣和专长，从
而使他们树立新的目标。大二侧重引导学生积极地了解职业世
界和国外留学情况，并且能大致明确毕业后的去向选择。大三
大四学生的职业课程更加精细化——为了让高年级的学生的理
论与实践更好地结合，在传统的简历、面试的课程中，针对校
园招聘深入开发了“行为面试法培训”、“无领导小组面试培
训”、“建立你的第一份领英账户”等贴近最新校园应聘需求
的职业培训课程。除此之外，职业规划内容纳入学术教育模块，
2016-17 年度，招生与就业发展办公室为建筑、电子电气、国
际关系和国际商务等专业课程模块提供职业规划和职业技能的
内容。 

一站式咨询，满足学生个性化需求

为及时响应学生的个性化的职业发展需
求，招生与就业发展办公室创新思路，打造线
上线下为一体的咨询服务，以最快的速度安排
学生一对一、面对面约谈。除深度咨询（Career 
Guidance） 之 外， 全 体 就 业 辅 导 人 员 走 进
学生人群，坐诊学校人流量最多的信息中心
（The HUB），提供无需预约的快速咨询服务
（Drop-ins）。该服务受到学生的广泛好评，
约 400 位参加了该服务，接待数量比去年增加
2 倍。 

三校区联手，打造国际化人才培养新模式

作 为 最 受 欢 迎 的 校 园 项 目 之 一， 诺 丁 汉 卓 越 奖 ( 
Nottingham Advantage Award， 以 下 简 称 NAA) 从 2010
年开设至今，每年吸引 1400 多名同学的参与。 NAA 以培养
国 际 化 人 才 为 核 心（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mployability 
Education）, 与英国和马来西亚校区共同开发国际化人才（Global 
Citizenship）职业发展课程。所有的 NAA 课程受教学委员会监
督 （Teaching and Learning Committee）, 与学术课程有相同
的审核要求、运行标准和管理方式，每学期接受 NAA 管理委员
会的检查。NAA 不仅培养学生职场所需的知识和能力，通过三
个校区的合作，促进了国内外学生互相交流，培养了学生的多元
文化意识，使学生拥有开阔的国际化视野、洞察力和创新意识。

82.90% 的 NAA 课程由学术教师提供，成为我校推进“全
员化”就业指导体系的重要平台。根据国内外劳动力市场的需求，
2016/17 学年，我校一共提供了 9 类，32 个课程，宁诺学生通
过交换项目或在线学习可享受由英国和马来西亚校区提供的约
250 门职业课程。

商业咨询项目

· 商学院（中国）基层方向咨询项目
· 商学院（中国）全球性咨询项目
· 商学院（中国）跨文化咨询项目

职业技能发展

· 自我管理与职业发展
· 环境科学的职业技能
· 自我营销技巧
· 你的大学旅程
· 我的职业新生周

实习实践活动

· 亚太研究中心实习项目
· 国际文化交流研究实习
· 语言中心实习项目
· 数字媒体制作

志愿者社区服务

· SAC 志愿者项目
· 校友关系管理
· 学习社区论坛 I
· 学习社区论坛 II

企业活动管理

· 国际企业家计划

雇主学生导师项目

· 全球雇主导师计划
· 导师辅导项目
· 高级导师辅导项目
· 志愿者教学实践

语言文化

· 英国议会制辨论
· 线上语言学习辅导
· 语言中心实习项目
· 初级普通话课程
· 高级普通话课程
· 实验技术与语言研究

可持续发展系列

· 崛起的中国
· 可持续发展的认知

三校线上活动课程

· 线上外语学习
· 商业可持续性和社会责任
· 高等教育的全球化与国际化

1

2 3

4

多媒体全渠道融合，将课程递到指尖

为了增强就业课程的互动性和影响力，招生就业办在
往年传统课堂形式的基础上，借助于互联网和微媒体平台，
新增了以下形式：

（1）增加在线和录播课堂：对于一些通用性和重复
性较高的课程（如简历与求职信的制作、网申的技巧等）
借助互联网的直播平台，开播双语在线直播和录播课程，
以满足同学的个性化的听课需求。                                       

用“领英”来拓展你的人脉“（直播回放）

主讲老师：叶未萌
课节数：1
课程类型：职业技能/职业指导/职业咨询
课程语言：中文 普通话
学习人数：6

Obtain an Eye-ball Catching CV（直播回放）

主讲老师：叶未萌
课节数：1
课程类型：职业技能/职业指导/职业咨询
课程语言：中文 普通话
学习人数：11

2018秋招——如何写一篇抓人眼球的简历（直播回放）

主讲老师：叶未萌
课节数：1
课程类型：职业技能/职业指导/职业咨询
课程语言：中文 普通话
学习人数：56

2018秋招——网申技巧（四大和其它Top公司）（直播回放）

主讲老师：叶未萌
课节数：1
课程类型：职业技能/职业指导/职业咨询
课程语言：中文 普通话

免费课

免费课

免费课

免费课

开始学习

开始学习

开始学习

开始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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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立职业信息和职位分享微信群：目前我校通过
１２个微信互动群为不同年级不同专业的同学每日投递最新的
全职、实习信息。不少企业也主动加入群组直接与学生互动。　

（3）开辟学生互动专栏节目：“围炉夜话说实习”，以
脱口秀的形势采访和记录在实习准备、选择、面试阶段比较优
秀的学生代表。

图 5-15  7*24 模式下的微信互动平台 图 5-16 “围炉夜话说实习”脱口秀节目

                                           要不

要跟我一起买车？实在不行卖狗

粮也好呀！

人物简介：

柴健桐

大三FM 目前在UNUK交换

Finance Club President

罗兰贝格，玛氏（皇家）实习生

围炉夜话说实习 第一期

小编/Kon

2017-03-27 宁诺就业

咨询和快消是很多同学梦寐以求的行业，每次罗兰贝

格和玛氏公司来校宣讲时总是虚无空席。其实在上学

期在面试Nubs consulting program的时候，小编就

领 略 过 柴 健 桐 同 学 的 风 采 （ 小 编 就 是 在 一 群 面 试

中一直插不进话）

采访后续：

夜幕下拍的巴林的古城

刚开始加张楠同学的微信的时候都震惊了，因为她的

朋友圈里只有转发的推文···以为她一定会是一个工作

狂！后来发现她有好多有趣的爱好的·· ·工作狂==。

采访 张楠后，小编突然想到一句话：“世界缺少仰望

星空的幻想家，但更缺少脚踏实地的践行者。”而我

们身边，就有这样的践行者。

小编手记：

WE
ARE

宁诺就业

夜幕下拍摄于驾车时

留学申研服务，开辟名校名院的绿色通道

在学生就业质量大力提升的同时，越来越多的海外名校
瞄准我校优质毕业生，纷纷来校抢占生源。伦敦帝国理工大学
招生官两次来到宁诺，为同学们讲解申请流程。招生官 Jake 
Ganymede 十分认可宁波诺丁汉大学学生的素质，他说：“宁
波诺丁汉大学已成为帝国理工大学的主要生源地。” 2017 年
帝国理工大学来中国招生，此行只有宁波诺丁汉大学这一站。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伦敦大学学院 , 华威大学也专门开辟了视
频讲座通道。同时，招生与就业发展办公室还开设了丰富多彩
的出国留学前的准备课程，如为同学们梳理个人文书写作思路，
提升写作技巧而开设的“Personal Statement Lecture: How 
to write an outstanding PS”等系列活动吸引了近 500 名学
生的参与。 

图 5-17 留学申请技巧性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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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gill 多加分啊
[ACDO]Jobs for Engineering-2

Jobs for CS (CPU-ACDO)

[ACDO]Jobs for Engineering

[ACDO]Full Time jobs 2018

[ACDO]Internships for FOB(2)

[ACDO]Jobs for FHSS

[ACDO]Internships for FOB(1)

[ACDO]Jobs&interships in Ch...

还是不错的 希望大家能推荐给
身边 CS 专业的学生哦！实习期
间考评优异者，可直接进入明
年管培生序列，参加联合利华
亚区项目。

推荐给想去咨询公司的同学

咨询 Taget School 群再次开
放！只允许目标院校学生 ...

就不像今年海投

嗯嗯

你这样说 我感觉自己 made the 
right choice

我基本上把 golden 所有的帖都投
喽     半个月投了 80 家

我感觉 golden 真的是个好东西

校招推荐  爱奇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