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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惠 婷 实习生王正星）2月 11日，我省发布《2014年河南省普通高校毕业
生就业状况年度报告》，对省内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和就业质量进行了统计分析。这是我省
首次发布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年度报告。

我省发布 2014年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年度报告

就业率超八成 半数扎根郑州

2014年全省高校毕业生 48.3万人，其中
研究生 1.3 万人，本科生 21.3 万人，专科生
25.7万人。在全部毕业生中，男性人数 22万
人 ，占 45.55% ，女 性 人 数 26.3 万 人 ，占
54.45% 。 文 科 专 业 占 毕 业 生 总 人 数 的
46.19%，理科专业占 53.81%，

截至 2014年 9月 1日，我省毕业生总体就
业率为 80.3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85个百
分点。其中研究生就业率 72.76%，本科生就
业率 79.92%，专科生就业率 81.08%。从性别
上看，高校研究生男性毕业生就业率明显高于
女性，本、专科女性毕业生就业率高于男性。

从毕业生生源看，2014年我省毕业生生
源以省内为主，占毕业生总数的 91.86%，省
外 生 源 相 对 较 少 ，占 毕 业 生 总 人 数 的
8.14%。山西、山东、河北、安徽、江西是省外
生源数量最多的 5 个地区，生源人数超过
2000人。在省内生源中，郑州地区的生源最
多，占我省生源总数的 10.62%，其次为周口
地 区 ，占 比 为 10.26%，其 他 地 区 均 未 超 过
10%。

从毕业生就业地区情况看，2014年我省
毕业生更多的选择为家乡建设出力，省内就

业比例达到 81.98%。其中，郑州地
区吸纳毕业生数量最多，超过就业
毕业生总数的 50%，其次为洛阳、新
乡、许昌、商丘、焦作等地区。由
此可见，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
经济区对毕业生的吸引力较
强。选择到省外就业的毕业
生占到 18.02%，且大多集中
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北京、广
东、江苏、山东、上海、浙江等
地区。

报告给出了高校毕业生分科类、分专业就
业情况。研究生就业率最高的三个学科门类是
医学、工学和农学；本科生就业率最高的三个学
科门类是农学、工学和理学；专科生就业率最高
的三个学科门类是交通运输、财经和水利类。

对毕业研究生而言，眼科学、药理学、公
共管理硕士等 8个专业就业率为 100%，音乐
硕士、应用心理硕士、马克思主义哲学等专业

就业率排名靠后；对毕业本科生
而言，车辆工程、治安学（主要是定
向生）、食品质量与安全领跑其他专业，
就业率靠后的专业是法学、运动训练、对外汉
语等；对毕业专科生而言，治安管理（主要是
定向生）、铁道机车车辆、中医学等专业容易
就业，法律文秘、矿山机电、综合文科教育等
专业就业率较低。

去年我省吸纳研究生人数最多的五个行
业分别为卫生和社会工作，教育，制造业，公
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科学研究和技
术服务业；吸纳本科生人数最多的五个行业
分别为教育，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信息传
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建筑业；吸纳专
科生人数最多的五个行业分别为卫生和社会
工作，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制造业，

批发和零售业，建筑业。
就业类别方面，研究生以 66.16%的比例

选择签就业协议形式就业，灵活就业只占到
10.37%；本科生除签就业协议形式外，灵活
就业的比重达到了 25.22%；专科生的灵活就
业更高，到达 32.05%。其中，有 17.31%的本
科生在面临就业问题时，选择了继续升学深
造，在三类毕业生中占比最高。③10

毕业生总体就业率80.35%

毕业生多是“自产自销”

哪个专业就业强

毕业生都去了哪些行业

本报讯 （记者徐建勋）记者 2
月 11日获悉，由郑州市委、市政府
主办的 2015年“情暖新春”文艺演
出 2月 13日开启大幕。今年将有
戏曲综艺、豫剧、曲剧、歌舞综艺等
14场形式多样的精彩文艺演出在
春节期间奉献给广大市民。

据了解，今年郑州的春节演出
活动以市属文艺院团展演近年来
创作生产的优秀、精品剧目（节目）
为主，重点组织基层群众、下岗职
工、低保户、困难户、劳动模范、道
德模范、文明市民、重点建设工程
的一线工人等走进剧场观看，以健

康向上的先进文化倡导文明过节、
健康过节的良好风气。

演出安排两个阶段，分别在郑
州艺术宫、郑州铁路文化宫举行。
其中，第一阶段，2月 13日（腊月二
十五）至 2月 15日（腊月二十七）将
演出 4场；第二阶段为春节后，即 2
月 26日（正月初八）至 3月 4日（正
月十四）将演出 10场。届时，豫剧

《大祭桩》、《琵琶记》、《老子儿子弦
子》，曲剧《秦香莲后传》、《麻风
女》、《麦苗郎》、《卷席筒》以及歌
曲、综艺等演出将为观众带来节日
期间的精神享受。③9

本报讯（记者谢建晓 实习生
王国武）2 月 11 日记者获悉，省高
级人民法院对胡万林等非法行医
案进行二审宣判，裁定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2014年 11月 19日，洛阳中院
一审以非法行医罪分别判处胡万
林有期徒刑十五年、吕伟有期徒刑
十一年、唐孟君有期徒刑三年、对
贺桂芝免予刑事处罚，四被告人共
同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

损失 85889 元。宣判后，胡万林、
吕伟及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不服，
上诉至河南省高院。

二审法院认为，胡万林未取得
医生执业资格，伙同吕伟等非法行
医，造成他人死亡，其行为均已构
成非法行医罪，且系共同犯罪，均
应依法惩处。原判定罪准确，量刑
及民事赔偿数额适当。审判程序
合法。各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及辩
护人的辩护意见不能成立。③11

郑州好戏连台迎新春

本报讯（记者董学彦 通讯员
李 新）哪里有宾馆、公厕，哪里能
找到最近的银行，公交车如何坐最
方便……外地人到许昌，只需登录
许昌市智慧城管便民服务平台，就
可“一目了然”。本地人的机动车
违章、公积金、养老保险金、医疗保
险金……同样可以实现一网查询。

2月 10日，许昌智慧城管便民
服务平台正式上线运行。与市民
工作、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活服务、
行政审批、城市管理问题投诉举报
等 30 多项服务内容均包含其中。
这也是我省首个智慧城管便民服

务平台。
许昌市数字化城市管理中心

副主任王磊介绍，平台在 12319城
市管理服务热线基础上，还开通了
微信、手机客户端的城市管理问题
上报功能，市民群众在享受平台多
样化服务的同时，还可以通过平台
参与城市管理，投诉身边的城市管
理问题。

记者还了解到，许昌的三维实
景影像图也将在便民服务平台中
设置，市民可以更加直观地搜索兴
趣点位置，外地游客可以通过电脑
实现“网上游许昌”。③10

许昌智慧城管
便民服务平台正式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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