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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招资讯

人口红利期还有10年左右

【数据】
全省 2015 年年末总人口为 10722 万人，常住

人口 9480 万人。从年龄结构来看，2015 年河南常

住人口中 0-14 岁少儿人口、15-64 岁劳动适龄人

口和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分别为 2012 万人、6555

万人和 913万人。

常住人口年龄结构与 2010 年相比，少儿人口

比重提高 1.22 个百分点，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增

加 127 万人，比重上升 1.27 个百分点，劳动年龄人

口比重下降 1.49个百分点，人口结构的变化，加快

了老龄化进程，增加了社会负担。2015 年人口总

抚养比（总体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

龄人口数之比）为 44.61%，比 2010年上升 3.05个百

分点，自 2008年达到最低后连续 7年上升。

【分析】
按照国际通行标准，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

口的 7%以上就进入老年型人口社会，我省从
2000年就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并且老龄化程
度呈逐年加深的态势。由于我省是外出人口大
省，大量的劳动适龄人口到省外务工经商，也进一
步加深了我省常住人口的老龄化程度。按照目前
的人口发展态势，随着生育政策调整效果的逐步
显现，今后几年少儿人口比重会保持在相对稳定
的水平，老龄化程度加深，但仍然存在10年左右
的人口红利期（人口负担系数小于或等于50%称
为人口机会窗口期，也称人口红利期）。

大专以上教育程度为全国平均
水平一半

【数据】
随着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高校招生数量的

扩大，我省人口的受教育水平持续提高，人口素质

不断提升。2015 年人口抽样调查显示，我省 6 岁

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9.1年，比 2010年的

8.66 年提高了 0.44 年，具有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

度的人口保持持续增长的态势。同 2010 年相比，

我省每十万人口中具有大学（指大专及以上）教育

程度的人口由 6398 人上升到 6743 人，具有高中教

育程度的人口由 13212人上升到 14707人。

【分析】
高学历人口的增长，提高了我省人口的整体

素质，也促进我省由人口大省向人力资源大省转
变。但同全国相比，中小学教育程度人口比例与
全国水平差不多，大专以上教育程度人口比例与
全国平均水平相差较大，几乎只是全国平均水平
的一半。主要原因在于我省人口基数太大，而高
等学校数量较少，全国高校在豫招生人数有限。
未来随着整体教育程度的进一步增强，我省人口
素质将会持续提升。

城镇化率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缩小

【数据】
2015 年全省城镇常住人口 4441 万人，比 2010

年增加 790万人，“十二五”时期城镇人口年均增长

4%；全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46.85%，比 2010

年提高了 8.03个百分点，年均提高 1.61个百分点。

【分析】
在全国排位中，我省城镇化率居第27位，位次

依然靠后。但近年来，我省新型城镇化在提高发展
质量的同时，发展速度也不断加快。城镇化率与全
国平均水平差距逐年缩小，由2010年相差11.13个
百分点缩小到2015年相差9.25个百分点。在中部
六省中，河南城镇化率是比较低的，比前一位的安徽
省50.5%低3.65个百分点，比最高的湖北省56.9%
低10个百分点，但“十二五”时期河南城镇化进程加
快、发展提速，年均增长在中部六省中是最高的，差
距正在逐年缩小。②8

□本报记者 史晓琪

高考结束，填志愿、选专业提上日程。什么
专业更热门？眼下的热门专业几年后能否热度
不减？所谓的热门专业是否契合自己的兴趣爱
好？这些问题都让考生纠结。教育界专家提醒
考生，要兴趣、前景、“钱景”相结合，结合自己的
性格、特长、兴趣，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专业。

专业有“冷”有“热”

《2016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由第三方权
威数据机构麦可思研究院编著。报告发布了
2015届大学生就业“绿牌专业”和“红牌专业”。“绿
牌专业”指的是失业量较小，就业率、薪资和就业
满意度综合考量较高的专业，为需求增长型专
业。而“红牌专业”指的是各项指标较低的专业。

报告显示的本科“绿牌专业”有软件工程、网

络工程、通信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审计学、
广告学、车辆工程。本科“红牌专业”有应用心理
学、化学、音乐表演、生物技术、生物科学、美术学。

在就业率方面，2015届本科毕业生半年后
就业率最高的学科门类是管理学，达到94%；最
低的是历史学，只有86.4%。就业率最高的专业
类是护理学类，达到95.5%；最低的是物理学类，
只有86.8%；就业率前三位专业分别是物流管理
（96.6%）、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96.4%）、软件
工程（96.2%）。

“冷”“热”时有变化

采访中，记者发现不少考生和家长趋向于
选择所谓的热门专业。但专家提醒，所谓的

“冷”“热”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会随着时代发展、
就业的饱和度发生变化。

比如，生物科学等曾是前些年的热门专业，

现在却“沦落”为“红牌”专业。再比如对外经贸
专业曾火爆到用“不上北大上外贸”来形容，而
几年之后，随着开设这一专业的院校以及毕业
生人数增加也有所降温。与此相反，一些曾经
的冷门专业，比如农业、林业、国学等却悄悄升
温。当然，也有一些专业比如建筑、医疗、金融
等多年来热度不减。

6月 15日，河南大学招生办公室副主任田
岐立分析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的发布其
实是一种预警，它客观反映了某一时间段某些
专业是处于需求旺盛状态还是饱和状态。但大
家还需根据国家发展形势，冷静分析大学或研
究生毕业后社会需要哪方面人才，不可盲目跟
风只盯着眼下的热门。

兴趣、“钱景”兼顾

随着大学生就业形势日益严峻，考生在选

择专业上也越发谨慎。
考生小李一家最近特别关注今年我省高

校新增的本科专业。小李的爸爸说：“新增专
业都是根据社会需要而设置的，比如郑州大学
今年新增设的网络与新媒体专业、河南科技学
院的物流管理专业、河南师范大学的数字媒体
技术专业。”

考生小史表示，他不想仅为“钱景”忽视自己
的兴趣。虽然法学已经“失宠”，但他还是打算选
择这个自己一直感兴趣的专业。小史说：“兴趣
是最好的老师。有了热爱，我相信在哪个岗位都
能发光。”对于小史的想法，田岐立表示，随着推
进法治社会建设，法治人才有可能再次走俏。

田岐立建议家长多听听孩子的想法，要兼
顾孩子兴趣、就业前景和“钱景”，综合考虑后再
决定选择哪个专业。此外，哪个专业、哪个行业
都有佼佼者，所以考生无论怎样选择，都要踏实
学习，这才是成功就业的“法宝”。②40

□本报记者 杨万东

2015年秋季开学后，在通往虞城县
闻集乡高李楼小学的乡村路上，人们经
常能看到一个男孩背着一个年龄更小的
残疾女孩上学。男孩叫李渊，女孩是他
的妹妹李念颖。李念颖因脑瘫不能正常
行走，当时，李渊刚上五年级，妹妹上一
年级。

李渊兄妹住在奶奶家，父母在昆山
打工，爷爷在建筑工地上做小工，奶奶患
有严重的静脉曲张，行动不便。因此，照
顾妹妹的重担几乎都落在了李渊的肩
上。妹妹到了上学前班年龄，无法找到
适合的幼儿园，只能天天待在家里。已
经上学的李渊心里惦记着妹妹，只要一
放学，就飞奔回家，陪妹妹做游戏、教妹
妹认字。李渊跟小伙伴一起玩耍时，也
背着妹妹一起。

在高李楼小学，每次放学后，一年级
教室里的孩子都陆续跑出去，唯有李念
颖留在座位上。李渊跑进教室，先是弯
下身子，让妹妹把胳膊搭在他的脖子
上，然后扶着妹妹的腰，用力把她托上
后背，背着她回家。回家后，李渊还要
洗衣、做饭。

幸运的是，李渊照顾妹妹的事情被
乡邻传开后，社会各界伸出援助之手。
虞城县春来实验学校是一所寄宿学校，
今年春节过后，该校帮助李渊和妹妹转
到这里免费寄读，兄妹俩两周回家一
次。而且，老师和同学们都一起帮助李
渊照顾李念颖。

李渊，这个还不到 12岁的少年，已
经在用他的责任与爱心，弘扬着正能量，
感动和影响着更多的人。③4

□本报记者 杨万东

谢昀螢，女，2003年 1月生，郏县龙
山街道办事处西街人，现就读于郏县第
一实验中学七年级9班。

谢昀螢 4岁的时候，就经常跟随妈
妈、外婆等参与多项公益活动。从
2009 年起，她连续参加平顶山志愿者
协会在郏县举行的“助困助学”捐赠发
放仪式和该协会郏县工作站其他系列
志愿服务活动。“世界环境日”里，她在
街头宣传环保知识；“腊八粥”公益活动
现场，她忙着分粥送粥；校园里，她经常
整理打扫“爱心屋”……

谢昀螢还把压岁钱和零花钱积攒起
来，遇到需要帮助的人，她就毫不犹豫把
钱捐出来。谢昀螢给郏县薛店镇特困少
年崔盼盼送去了1000元；得知平顶山一
个名叫俊涛的小朋友烧伤后，她捐了
500元；四川雅安发生地震后，她为地震
灾区捐款1000元……

做公益活动，并没有影响到谢昀螢
的学业，目前她的学习成绩一直保持在
班级第一、年级前五名。

9年来，谢昀螢参与各类公益活动
100多次、志愿服务累计近700小时、捐
款4500元。她说，做志愿服务、帮助别
人，自己也收获了感动和幸福，生命因此
更精彩。③5

关注美德少年

李渊：
背着残疾妹妹上学

谢昀螢：
奉献让生命更精彩

总人口1.07亿，抚养比44.61%

10年内我省人口红利将持续
□本报记者 樊霞

6月15日本报关于2015年河南省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的消息见报后，引起众多

读者的兴趣和关注。这些数据意味着什么？我省在人口方面有哪些优势和劣势？本报

特别邀请河南省统计局有关负责人，针对读者提出的问题进行解读和分析。

热门专业不等于好专业

兴趣、就业、“钱景”一个都不能少

具有中小学教育程度人口比例约为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约75.34%）

具有大学（大专以上）教育程度人口比例约为

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约12.44%）

南阳

周口

郑州

截至2015年末

总人口 10722万人（全国第一）

常住人口 9480万人

（全国第三，仅次于广东和山东）

2015年河南人口大数据

常住人口最多的3个地区

南阳1002.12万人

郑州956.90万人

周口880.92万人

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为

较2010年上升1.27%

高于国际公认的老龄化状态（7%）

全省城镇常住人口4441万人，比2010年增加790万人

总人口仍是全国第一

南阳常住人口全省第一

高等教育普及程度偏低

人口老龄化程度上升

城镇人口增多

60岁及以上人口比例为

较2010年上升3.1%

高于国际公认的老龄化状态（10%）

79.65%

6.74%

15.82% 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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