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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医药招商●家政服务●让商铺门面

●家电维修●电脑维修●寻物 ●让饭店酒吧

●寻人●公告●商务礼仪●信息窗口

●软件网站●航空售票●转让●声明

分类广告

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人才资讯
●培训招生 ●美容化妆

●电脑手机 ●财务会计

●求职 ●招聘

●家教

分类广告

欢迎刊登

大河报
分类广告
大河报广告中心
1.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65796172
2.中原路与大学路交会处向北50米
路东（大学路40号）

67947825 67425030

培训招生

●学历证医药证职称66565839
上小初高好校咨询66565839

家电维修

●专移修收空调充氟53778919
●空调维修加氟清洗63288160

声明

●刘合岭00785271号税收缴款
书办证联丢失，声明作废。

●聶(聂)发贤产权证字第00010403
46号房屋所有权证遗失,特此声

明如无异议发证机关将予以补发

●威龙中心城房权字第12号楼

2单元2203号维修基金收据遗

失，特此声明。

●郑州富森物流有限公司,车牌

号豫AV9866,营运证丢失,证
号410108007718,声明作废。

●郑州德润塑业有限公司全国

工业生产许可证：食品用塑

料包装容器工具等制品，证

书编号：豫XK16-204-00521
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王姝骅,女,遗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业技术

人员职业资格证书》(护士资

格证)证件。证书编号20171
41150150166。颁发单位:驻
马店市卫生局。取得证书日

期2017年7月14日。遗失日期

2019年7月16日。声明作废。

●本人陈利锋，身份证号410182
198409010734，2018年4月6号
新密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发票

丢失，票号016410027307，住
院号18014772，特登报声明。

●河南金铂莱商贸有限公司公

章不慎遗失，号410105013
1057,声明作废。

●河南省合众能化科技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机构信用代码证

，代码G10410221000391603
,声明作废。

●郑州周正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现有海马牌HMA7003S204
BEV车辆，车架号LMVABE
DW1KA000177发动机号51
5E1932200044车辆合格证(
号VIN：LMVABEDW1KA00
0177)和销售发票第四联(发
票代码141001920076发票

号码01547984)丢失声明作废。

●吴健侨（41078219961213
9610）遗失广州恒泽养生服

务有限公司修武分公司会员

费收据，号6992754金额10
000元，声明作废。

●郑州赋安防火门有限公司纳

税人识别号914101036881
84441L遗失税控盘1个,税控

盘号499933910327特此声明。

●本人崔园园购买太平洋车险

保单丢失，单证流水号：AFB
B1900179358、CFBA19025
65397声明作废。

●名称：河南禹亳铁路发展有限

公司，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

郑州郑花支行，账号：170202
2019200118748，账号：17020
22019200128007，预留印鉴

中财务负责人谢玮个人印章

丢失，声明作废。

●本人安秋英(身份证号410402
196008191023)遗失河南金林置
业有限公司2019年6月29日开具

的诚意金收据，金额：20000元，

收据号 00000467，声明作废。

●郑州北环惠圆快递有限公司

第一营业部遗失郑州北环惠圆

快递有限公司快递经营业务的

分支机构名录，特此声明作废。

●郑州铁北敏玉装卸队(注册号

410191600009494）营业执

照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杨光远警官证号为000612丢
失，特此声明。

● 遗失声明

缴款人国药控股河南医疗科

技有限公司于2018年11月05
日交纳了诉讼费16545元(案
号: 2019豫0191民初1539
号)，由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人民法院出具的票号为

0585643的《河南省政府非税

收入票据》第一联不慎遗失，

现特此声明。

●王振遗失高级工程师证书，

编号B17060900028，丢失时

间：2019年6月，声明作废。

●汪铭(学号140212314)郑州

航空工业管理学院播音与主

持(空乘方向)专业的三方

就业协议丢失失效，现声

明作废。

●林州百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税号91410581MA3XHDL63R,
遗失财务章一枚，特此声明。

●刘姿妤《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为R410964842，不慎丢失，

声明作废。

公告

●减资公告:河南宏鑫铝业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
410181396150303F）股东

会决议，即日起决定向公司

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

注册资本由6288万元减少

至4980万元，请各债权人自

接到本公司通知书之日起30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

公司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

本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提供

相应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河南省新闻名专栏

大河客户端

新闻及订报热线
0371-

96211
依托纸媒，大河

报致力于以全媒体
矩阵为用户提供更
多资讯与服务，欢迎
扫描下方二维码参
与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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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AⅠ·03

今日评论 关键词 大学生做保姆

河粉儿热评

□本报评论员 赵志疆

据央视财经频道近日报道，北
京商贸学校是北京市家政服务员定
点培训学校。几年前，学校领导看到
家政行业的发展前景，就着手建设
家政专业实训基地，同时准备申请
家政专业。学校建了母婴照护实训
基地、养老护理实训基地和家庭餐
实训基地，还有洗衣房、模拟家，建完
以后，想申请专业，但做市场调研时
发现没有招生环境，所以就停滞了。
除了招生难，师资也存在着短缺。

无独有偶，经教育部批准，南京
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在2011年
开设了家政学专业本科，允许招收
120名本科生，但因为报名人数太
少，连续3年都没有开班，最终停招。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
司负责人近日表示，高度重视家政
服务人才的培养培训，每个省份原
则上至少有一个本科高校和若干
所职业院校开设家政服务相关专
业。消息一出便引发网友热议：市场
究竟需不需要“大学生保姆”?

提起家政，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
保姆，这个职业还往往与“阿姨”联系
在一起。这种刻板的印象，透露出不少
人心目中家政服务的两大特征：技术

含量偏低，从业人员年龄结构偏大。
正因为如此，大学开设家政服

务专业引起了网友的极大兴趣。反对
者提出，做保姆还读大学干什么?支持
者则提出，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致的
当下，大学生为什么不能做保姆?支持
者还有一个看似有力的论据：在就业
形势依然严峻的现实背景中，大学生
应该转变观念、调整心态。

虽然两种声音各执一词，但实
际上都基于一种同样的假设，那就
是，大学开设家政服务专业，旨在培
养基层家政从业人员。遗憾的是，这
很可能只是一种误解。

教育部鼓励高校开设家政专
业的背景是，前不久，国务院办公厅
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提质扩
容的意见》，目标是提高家政服务业
的供给质量，吸引更多劳动力从事
家政服务。显而易见，鼓励大学开设
家政服务专业，更多是为了“提质”，
至于“扩容”，远非大学开设家政服
务专业所能解决。

2018年，国内家政服务业的经
营规模达到5762亿元，从业人员总
数超过3000万人，尚存1500万用
人缺口。这组数据经常被人引用，以
此来佐证家政服务业是名副其实
的朝阳产业，由此鼓励大学生积极

参与其中。家政服务业广阔的市场
前景毋庸置疑，不过，想要凭借大学
开设相关专业来填平庞大的用人
缺口，显然是无法完成的任务。

如果换一种角度来看，鼓励大
学开设家政服务专业则要容易理
解得多。超过3000万人的从业人员
中，九成都是高中文化水平以下的
进城务工者。随着家政服务的普及，
越来越多的雇主对家政服务人员
有了更多要求和更高期待，市场需
求日益专业化、精细化，与粗放的服
务供给之间的矛盾不免日益加大。

对于家政企业来说，熟练掌握
专业知识与技能的培训人才，显然
比普通家政服务人员更为难得。而
这或许正是鼓励大学开设相关专
业的用意所在——通过专业人才
的培养，为家政服务行业提供更多
的管理培训人才，通过管理“提质”
来促进队伍“扩容”。

家政服务专业为何在大学“遇
冷”?除了大学生可能存在望文生义
的误解之外，大学也有必要检视一
下课程安排以及师资配置。可资镜
鉴的是，国内最早设立本科家政学
专业的吉林农业大学，因为缺少具
备同样学历背景的师资力量，专业
任职教师一度只有两人。

大学开设家政服务专业，不仅
在公众眼里是个稀罕事，大学本身
也因此面临困难和挑战。只有兼顾
学科发展与市场需求，才能真正使
相关专业展现出活力和魅力，从而
吸引大学生参与其中。

早在2000年，我国就将“家政服
务员”规定为正式职业，纳入国家职
业资格证书制度管理。作为一种职
业，家政服务员不应承受任何异样的
目光。不过，作为一种择业选择，大学
生不免要审视其综合待遇与职业前
景。虽然不少人津津乐道于“家政服
务员”月薪超过万元之类的话题，但
必须直面的现实是，整个行业的流动
性依然较大，稳定性相对较差，即使
外来务工的“阿姨”可以不在乎这些，
年轻的大学生却不得不综合考虑。如
果这份职业能多一些体面和稳定，自
然就会多一些魅力和引力。

从某种意义上说，鼓励大学开
设家政服务专业只是一个开始，要想
使这份职业焕发出更多活力，功夫显
然在专业课程之外。大学生固然有必
要更新观念，但外界也有必要转变对
大学生择业刻板的看法——面对一
种职业选择，“挑肥拣瘦”好高骛远的
终究是少数，更多人看重的是这份职
业本身的待遇和前景。

“大学生能否做保姆”其实是个伪命题

“马上毕业了，我需要一个过渡期再走进社会，所以我选择考研。”近日，有关报告显示，暂时不想就业、逃避步入社会而选择考研的人占
13%。除了没有做好进社会的准备，一些大学生的“逃避式考研”甚至是为了“逃避逼婚”。

逃避式考研成新风向：是留恋校园还是恐惧社会？

@番茄红柿：与其强调“逃避式考研”的“逃避”，倒不如说“逃避式考研”是延长了学习时间，在时间维度上积累更多的知识和能力，

从而增长自身的竞争力和能力，还是为以后的就业服务。这样说来，其实这不算逃避，反而是作出一种对自己更加负责任的决定。

@悠悠之风：和走入社会比起来，在大学里的生活总是轻松很多，不用为了生计而奔波，不用承受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评判和压力。而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不少大学生并不需要过早地承担“养家糊口”的重担，再当几年学生，显得非常顺理成章。

@恒载：在社会转型背景下，“就业难”一直被认为是“考研热、读研热”的主要原因。这种没有明确发展方向、基于推迟就业而表现

出的逃避心理和逃避行为，会使个体在读研期间因缺少心理准备和学业规划，产生被动学习、无所适从等问题。更会因为缺乏明确的奋

斗目标和发展方向而缺少前进动力，进而虚度光阴。选择考研还是工作，是一个综合的考量，和学生所属的专业也有一定的关系。考研

的内驱力应该是提升自己、实现自我，只有这样才能学有所成。

（大河客户端编辑 张静 实习生 刘津炜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