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 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
版的《2018年大学生就业蓝皮书》
发布。 由于大学生就业问题关系
到每年数以百万计的学子前途、
家庭生活， 这个一年一度发布的
报告总是引人注目。 今年的蓝皮
书又透露了若干新的信息。

蓝皮书显示 ， 2017届本科
生、 高职高专生毕业半年后的就
业率分别为91.6%和92.1%。 这是

就业蓝皮书发布10年来， 高职高
专生就业率首次超本科生。 这个
信息告诉我们， 近年来应届高职
高专毕业生就业率稳步上升， 是
职业教育在政策扶持下长足发展
的结果； 读本科不再是学子们实
现个人价值的唯一选择， 高职高
专毕业发展前景越来越宽广。 这
对 “千军万马走独木桥” 的众多
学子来说， 无疑是利好消息。 当
然， 对职业教育而言， 则更需要
关注企业、 市场对人才的需求，
注重从需求端了解和把握职业教
育走向。 这又涉及教育机构的专
业设置问题。

蓝皮书披露的学生所学专业
与就业相关度表明 ，2017届本科
毕业生毕业半年后就业率排在前
三位的专业是软件工程、 能源与

动力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最低的是法学； 高职高专毕业生
就业率最高的专业是电力技术，
最低的是畜牧兽医。 在许多就业
难的学生看来，“专业与职业规划
不对应”是重要原因。这个信息告
诉我们， 求学专业选择对于毕业
后的职业选择至关重要， 切不可
由于“慕名”而“误入歧途”。在这
个问题上， 报告列出的2018年度
“红牌”与“绿牌”专业（前者指失
业量大，就业率、薪资和就业满意
度综合较低的专业，后者则相反）
目录， 值得相关者注意。 与此同
时， 教育界特别是相关学校更应
该反思， 类似那些连续几年被列
为“红牌”的专业，既然学生就业
困难，就应该做出必要的调整，或
减少招生数，以免“误人子弟”。

蓝皮书还显示， 2017届大学
毕业生受雇工作的比例为77.1%，
创业比例为2.9%， 与上 届 基 本
持 平 ； 读 研 或 其 他 深 造 比 例
为10.8%，略高于前两届。民企、中
小微企业、 地级市及以下地区等
依然是主要就业去向， 大学毕业
生在民营企业就业的比例从2013
届的54%上升到2017届的60%，在
国有企业就业的比例则从2013届
的22%下降到2017届的18%。这个
信息告诉我们，随着“北上广深”
对大学生吸引力的减弱， 涌入新
一线城市就业的外省大学生占比
的不断上升，“迷信”国企、留恋大
城市， 也已不再是学子们谋求发
展的“主攻方向”。这样的发展趋
势， 对于解决各地发展不平衡不
充分问题同样是好事。

值得注意的是 ，2017届大学
毕业生毕业半年后自主创业的比
例仅为2.9%，其中，高职高专毕业
生的比例高于本科毕业生。 区别
在于， 本科毕业生自主创业主要
集中在教育产业，为22.7%，高职
高专毕业生自主创业主要集中在
零售业，为12.3%。这个信息也是
耐人寻味的。但有一点，大学毕业
生自主创业人群收入优势明显，
毕业半年后的月收入为5785元 ，
比本科毕业生同期平均月收入高
1011元。 高职高专毕业生的收入
情况也基本如此。 这个信息告诉
我们， 鼓励年轻人自主创业仍须
努力，自主创业大有可为，并且，
高职高专毕业生的创业能力并不
比本科生差， 只是选择方向各有
侧重。

近年来应届高职高专毕业
生就业率稳步上升， 是职业教
育在政策扶持下长足发展的结
果； 读本科不再是学子们实现
个人价值的唯一选择， 高职高
专毕业发展前景越来越宽广。

苑广阔 （天歌）： 微信朋友
圈出现 “三天可见” 功能之后，
争议一直不断， 支持者认为理应
保护隐私， 而反对者认为会导致
“友尽”。 “三天可见” 功能之所
以让很多人如此纠结， 说到底还
是折射出现代人在保护个人隐私
和扩大人际交往之间的一种矛盾
心理，一种“双重焦虑”。而要想解
决问题， 除了需要微信方在技术
上的进步， 也要看个人对隐私保
护、 人际交往的现实诉求程度。

“三天可见”保护
隐私还是导致封闭

■长话短说

范子军：“电商专供”“电商定
制”早些年就已经出现，如今越来
越成“气候”，消费者也越来越窥
见其中端倪。针对不同消费群体、
不同消费诉求， 电商推出 “定制
版”“专供版”，作为一种市场细分
的营销策略，只要做到物有所值、
性价比有可靠保障， 原本不仅无
可厚非，而且还有望实现共赢。但
如何借此玩猫腻， 变异成忽悠消
费者的牟利游戏， 必然会步入歧
途、陷入共输格局。

■每日图评

■网评锐语

举手之劳

□张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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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制造癌症”推销保健品坑老人不能罚款了事

■每日观点

■世象漫说

6月13日是第6个全国低碳日， 今年的主题是 “提升
气候变化意识， 强化低碳行动力度”。今天，你低碳了吗？
我们可以节约能源资源，合理设置空调温度，及时关闭电
器电源，做到人走关灯、一水多用、按需点餐不浪费。 今
天，你低碳了吗？ 我们可以少购买使用一次性用品和过度
包装商品，外出自带购物袋、水杯等， 可以多多步行、 骑
行或公共交通出行， 多使用共享交通工具。 （6月12日
新华社） □朱慧卿

缴费不停车
好处真不少

“大学生就业蓝皮书”告诉我们什么

安排所谓“专家”为老人检查
身体，谎称部分人已快得癌症，借
机推销声称可治疗癌症的保健食
品。6月12日从浙江省工商局反不
正当竞争“百日执法”专项行动实
务公示会上获悉， 浙江丽水市市
场监督部门日前查处该市天行健
商贸有限公司利用虚假宣传手段
销售老年保健食品的不正当竞争
案， 对该公司处以罚款100万元，
并为老年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11
万余元。（6月13日澎湃新闻）

近年来保健品市场乱象丛
生，老年群体是最大的客户，也是

被围猎的对象， 一些老年人将他
们的退休工资甚至是全部的积蓄
都花费在了这些所谓的保健品上。

据食药监部门专家称， 目前
我国认可的保健品27种保健功能
中，并没有防癌抗癌这一功能。可
一些保健品却自称具有抗癌神
效，几乎“包医百病”。这些虚假宣
传均违背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和《广告法》，涉嫌广告欺诈。“制
造癌症”推销保健品坑老人，更是
牵涉到违法犯罪问题， 不能罚款
了事，而是依法处理。

如今保健品市场乱象越来越

受到监管部门、消费者，乃至整个
社会的关注， 在保健品市场秩序
保障方面， 首先监管部门要不断
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打击力
度。其次，基于违法成本低廉、行
政执法成本高昂的现状， 监管部
门应思考如何通过信用管理的方
式对违法行为实施整体遏制。再
者， 老年人应当建立起正确的保
健品消费心态， 不过度购买保健
品，有病应当及时就医。家属也应
当帮助老年人学会如何辨别广告
宣传的真伪， 不被其表面的假象
和虚假宣传所蒙蔽。 □吴玲

6月12日 ， 东航青岛———旧
金山MU767航班一旅客突发疾
病， 东航空地携手备降救人， 搭
建生命绿色通道， 为旅客紧急救
治赢得宝贵时间。 通过治疗， 旅
客病情趋于平稳， 与此同时， 东
航积极向MU767航班其他旅客
做好沟通与解释， 获得旅客们的
理解与支持 ， 乘客情绪稳定 。
（6月13日 《北京晚报》）

不可否认， 在航班延误饱受
公众诟病的当下， 飞机为一名普
通的乘客备降或返航， 机场需要
承担很大的舆论风险， 需要付出
超乎寻常的勇气， 更需要蕴含深
接地气的人文情怀。

然而， 飞机为一名乘客备降

或返航， 不可恣意复制。 首先，
飞机备降或返航， 必然会造成航
班延误， 影响到乘客的利益。 因
此， 机场在做出决定前， 必须征
求本班机乘客的意见， 否则， 如
引发纠纷， 反而让善意结出了恶
果。 特别是， 航班返航或备降，
也是一笔不小的经济负担； 而这
种经济负担， 又不能由旅客个人
承担。

因此，飞机备降救人，是堂生
动航空课： 飞机不是想备降就可
以备降，想延误就可以延误的，其
前提是不能飞越公共安全底线。
一方面， 乘客对因恶劣天气和突
发事件造成的飞行计划调整，应
给予理解和支持；同时，不能因自

己个人原因， 向机场提出飞机晚
点、提前、备降、返航等无理要求。
另一方面，机场应加强管理，做好
班次安排，细化技术检修程序，尽
量避免和减少因人为因素致航班
调整。 如果确因天气原因或抢救

生命做出航班调整， 机场工作人
员应及时向乘客通报， 耐心细致
地做好解释工作， 化解乘客的焦
虑情绪。更重要的是，应严格按照
规定，给予乘客合理补偿，不能让
乘客的利益受损。 □张西流

“电商专供”玩猫腻
是共输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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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北京市发改委相关
负责人表示，北京将推广“不停
车”收费，省油减排。 北京速通
科技有限公司 、ETCP、 “停简
单”等企业，将分别开展线上、
线下的多种优惠活动， 推动更
多市民车主了解和使用不停车
收费。 （6月12日《劳动午报》）

停车要收费，缴费要停车，
这已经成为有车一族的共识和
日常。 而现在，一种“不停车收
费”方式正在兴起。 据了解，目
前停车场“不停车缴费”管理主
要有两种技术方式。 一种是下
载注册相应的APP并绑定支付
通道，就能“自由出入”的“无感
支付”方式。另一种则是ETC模
式， 需要事先在车上安装相应
的电子标签开通缴费卡。

毋庸置疑， 不管是采取哪
种机制和系统 ， 只要能做到
“不停车收费”， 它的好处都是
显而易见和多个方面的。 首先
当然是便利了停车人。 不用再
领卡还卡， 再等待找零， 这缩
短的不仅是自己的缴费等待时
间， 而且能显著提升出入口通
行效率， 同时也减少了别人的
排队等待时间， 当然对缓解交
通拥堵和提高停车场的利用率
也有帮助。 其次对于停车场而
言， 采用自动收费系统也能降
低聘请收费员的人力成本， 同
时车场出入效率更高也意味着
相同时间内容纳空间和盈利能
力的扩展。 此外， 对于整个社
会而言， 它在节能减排上同样
大有助益。

众所周知， 机动车尾气已
成为城市大气污染的 “罪魁祸
首” 之一。 据测算， 在停车场
收费站， 每1万次不停车支付
可节约306升燃油， 减排二氧
化碳653千克。 正是看到了这
一点， 此次北京官方才会公开
表态， 要在全市范围内推广不
停车收费。

不过好在此类技术并无什
么“门槛”而言，类似创新也没
有极限， 更不是哪个地方的特
权。北京能做到的，其它城市和
地区应该也能实现。“不停车缴
费”，还在等什么？ □徐建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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