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福州 8月 23日电 记
者采访了解到，高校毕业生就业出现

“慢就业”、自主创业、有就业事实无
就业协议等新动向，传统就业统计方
式难以准确反映大学毕业生就业真
实情况，这容易导致教育部门对专业
设置和招生计划形成误判。有关人
士建议，改革传统的就业统计方式，
引入薪酬水平、岗位与专业匹配性等
新的评价因素，建立科学、真实的高
校学生就业评价体系。

就业率“失真”

据一些负责就业工作的高校老
师反映，有些高校存在将就业与毕业
证、报到证硬性挂钩的现象，导致签
假协议、盖假章等就业率“注水”问
题。“有的学校为了提升就业率，引导
不就业的学生赶快签，学生为了完成
任务拿到毕业证随便找个单位写个
函。”甘肃一位不愿具名的高校就业
指导老师说。

记者采访发现，随着我国高等教
育进入大众化，高校毕业生就业出现
多元化，以就业率为核心的单一就业
评价指标已不足以反映大学生实际
就业状况。

一 是 高 校 中 出 现“ 慢 就 业 群
体”。全国高校普遍存在一些应届毕
业生就业愿望不强烈，不愿意主动就
业的情况。一些应届毕业生思想意
识超前，生活压力较小，即使感受到
了来自社会的就业压力，但就业意愿
不强，推迟就业，直接影响学校初次
就业率。

二是高校毕业生就业方式多元
化。哈尔滨理工大学招生与就业工
作处副处长王琦说，学艺术的学生自
己开个画室，他就没办法拿就业协议
书来；自主创业但还不是股东的学

生，也没办法拿到含股东认定书的证
明文件；学生毕业先待半年，然后找
项目创业，算不算就业？“现在就业方
式越发多元化，比如微商、电商等职
业，没法用传统的方式去定义是就业
还是没就业。”

三是无就业协议但有就业事实。
有高校负责就业的老师反映，部分中
小微企业为降低用人风险和成本，不
愿意与在校大学生签订就业协议、劳
动合同，等毕业后试用合格才办理录
用手续。这种越来越普遍的情况直接
影响了高校初次就业率的统计。

建立科学、真实的就业
评价体系

有关人士认为，政府有关部门、
高校和毕业生各方需反思涉及大学
生就业系统中的各因素利弊，改变以
就业率为单一准则的就业评价方式，
建立科学、真实的大学毕业生就业评
价体系。

一是将大学生的薪酬水平、岗位
与专业匹配性、福利和社会保障等指
标引入就业评价体系。除了统计就
业率，教育部门还应该通过这些指标
来反映大学生就业质量的情况。同
时，建议教育部门建立毕业生几年内
的就业跟踪制度，完善跳槽频率、专
业吻合度、就业层次等量化数据，增
强就业率数据的参考性和指导性。

二是针对高校毕业生就业多元
化的状况分别进行评价,对有就业意
愿的应届毕业生、自主创业毕业生、

“慢就业”毕业生等不同群体分别进
行统计和评价。

三是挤出就业率“水分”。引入
第三方评价机构统计就业率，并对就
业质量做出详细分析和反馈，为学校
改进就业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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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慢就业”、自主创业情况增多

高校就业统计如何“挤水分”

据新华社布鲁塞尔 8 月 23 日
电 欧债危机爆发以来，欧盟决策者
在财政、货币政策和结构性改革等方
面开出多种药方，然而“疗效”欠佳。
目前，欧洲经济仍未恢复健康，专家
认为这反映出欧洲经济药方在刺激
增长方面已经失灵。

量化宽松遭遇梗阻

为应对通货紧缩和经济下行风
险，今年欧洲央行的量化宽松措施不
断加码，包括继续执行负利率政策、
扩大资产购买计划的规模和范围，并
启动旨在鼓励银行放贷的定向长期
再融资操作等。

但是欧洲央行量化宽松政策释
放的流动性并未完全传导至实体经
济。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欧元
区持续陷入通货紧缩，到6月通胀率
才回归正值。欧洲央行预计，欧元区
今年通胀率为0.2%，未来3年难以达
到2%的政策目标。

欧元区经济第一季度环比增长
0.6%，第二季度增幅进一步降至
0.3%，法国和意大利经济尤其疲软。
经济学家担心，下半年欧洲经济存在
衰退风险。

业内人士认为，欧洲央行货币政
策传导机制出现梗阻，宽松货币政策
不能传导至实体经济，因而无法促进
经济增长。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经
济信心不足，企业在负利率情况下依
然缺乏投资意愿；另一方面，受意大
利银行业风险升高和德意志银行遭
遇危机等因素影响，欧洲银行体系整
体避险情绪上升，放贷更为谨慎。

财政整顿举措无力

量化宽松政策在刺激经济增长
上效果欠佳，但是副作用不小，尤其
是导致欧元区债务问题进一步恶
化。超低利率导致欧元区部分成员

国不断扩大借贷，欧洲债务存量继续
扩大。统计显示，今年第一季度欧元
区各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的比例平均达91.7%，高于去
年第四季度的90.7%，远高于欧盟规
定的60%上限。

同时，欧盟旨在减少财政赤字的
财政整顿举措也显得很无力，多个成
员国赤字水平仍然高企。统计显示，
去年葡萄牙和西班牙财政赤字与
GDP之比分别为 4.4%和 5.1%，均高
于欧盟设定的3%上限。

根据欧盟相关规定，如果成员国
财政赤字超标，欧盟委员会可对其实
施相当于其 GDP0.2%的罚款。然
而，欧盟8月 9日最终决定不对葡萄
牙和西班牙赤字超标行为进行处
罚。有分析人士认为，这意味着规范
成员国经济和财政行为的《稳定与增
长公约》已沦为一纸空文。这不仅损
害了欧盟法规的可信度，也损害了人
们对欧洲经济的信心。

投资计划进展缓慢

为拉动经济增长、促进就业，欧
盟委员会去年 6月推出了旨在提振
投资的“容克投资计划”。“容克投资
计划”通过设立总额210亿欧元的欧
洲战略投资基金，希望撬动来自私营
和公共领域约3150亿欧元投资。

统计显示，截至今年4月底，“容
克投资计划”仅完成投资金额112亿
欧元。欧洲智库布鲁塞尔欧洲与全
球经济研究所发表的评估报告说，

“容克投资计划”实施一年来推进速
度过于缓慢。

综合来看，一方面，包括量化宽
松、财政整顿、投资计划、结构改革等
在内的诸多欧洲宏观经济政策效果
不彰；另一方面，难民危机、恐袭频
发、英国“脱欧”等其他风险也给整个
欧洲经济蒙上阴影，欧洲经济要想实
现可持续复苏变得愈加困难。

欧洲经济药方缘何失灵

新华社北京8月23日电 国家国防科工局探月与
航天工程中心23日发布中国第一个火星探测器和火
星车外观设计构型图。

从发布的图片可以看出，火星车装有 4个“大翅
膀”——太阳能电池板。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工程
火星探测器总设计师孙泽洲介绍，和玉兔号月球车一
样，火星车的能源获得依靠太阳能。由于火星光照强
度小，火星大气对阳光有削减作用，火星车能源供给比
月球车更困难，火星车比“玉兔”多设计出两个“翅膀”。

孙泽洲说，火星车的设计寿命为 3个火星月，设
计重量约200多千克。为适应火星的特殊环境，火星
车将采用复合记忆纤维、铝基碳化硅、蜂窝夹层等多
种材料制造。探测器将搭载用于火星全球遥感的相
机、探测火星地下浅层结构的雷达等13台科学载荷，
对火星的形貌、土壤、环境、大气、水冰分布、物理场
和内部结构进行探测。

“着陆巡视器的着陆点初步定在火星北纬低纬度
的区域。”中科院院士、火星探测器系统顾问叶培建说，
着陆巡视器与环绕器分离后进入火星大气，经过气动
外形减速、降落伞减速和反推发动机动力减速，最后下
降着陆在火星表面，火星车驶离着陆平台，开始火星表
面巡视探测。

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工程总设计师张荣桥说，
火星距离地球最远达 4亿公里，2020年中国首次火
星探测一次实现“环绕、着陆、巡视”3个目标，这是其
他国家第一次实施火星探测从未有过的，面临的挑
战也是前所未有。

据悉，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已在今年年初立项，
计划于2020年七八月间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由长
征五号运载火箭将火星探测器直接送入地火转移轨
道，火星探测器巡航飞行约7个月后被火星捕获，一次
实现“环绕、着陆、巡视”3个目标。

发布火星探测器图片的同时，“中国火星探测工程
名称和图形标识全球征集活动”也于23日正式启动，
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工程副总指挥、探月与航天工
程中心主任刘继忠表示，希望通过开展这次工程名称
和图形标识全球征集活动，能够增进广大群众对中国
实施火星探测工程重大意义的深刻理解，鼓励青少年
对科学知识的强烈追求，更好地展示中国火星探测工
程的国家形象。

关注中国重大科技项目

据新华社北京8月23日电 中国科学院23日
宣布，我国“探索一号”科考船于2016年6月22日
至8月12日在马里亚纳海沟挑战者深渊开展了我
国首次综合性万米深渊科考。在此次科考中，我国
自主研制的“海斗”号无人潜水器成功进行了一次八
千米级、两次九千米级和两次万米级下潜应用，最大
潜深达10767米，创造了我国无人潜水器的最大下
潜及作业深度纪录，使我国成为继日、美两国之后第
三个拥有研制万米级无人潜水器能力的国家。

“这次深渊科考的成功缩短了我国与美、日、
英等世界海斗深渊科考先驱国家在万米科考能力
上的差距，标志了我国的深潜科考开始进入万米
时代。”中科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航次领队刘
心成表示，本航次取得的成果表明万米深海已不
再是我国海洋科技界的禁区，这是继蛟龙号七千
米海试成功后又一个海洋科技的里程碑。

“探索一号”是我国4500米载人潜水器母船及
具备通用深水科考、海洋工程应用能力的科考船
舶。此次深渊科考历时52天，完成作业任务84项。

此次科考取得了系列重要突破。如“原位实验”
号深渊升降器搭载实验装置在万米深度成功进行了
深渊底部氮循环的原位培养实验、“天涯”号深渊着
陆器单次获取大于100升海底水样，这在国际同等
或类似装备上都无先例；我国国产海底地震仪工作
深度首次突破7000米，首次在挑战者深渊西部开展
主动源人工地震勘探，成功获得一条完整地震剖面；
我国自主研制的水下滑翔机下潜深度达到5751米，
接近目前国际上水下滑翔机最大下潜深度（6000

米），创下了我国水下滑翔机的最大下潜深度纪录。
科学家们通过深渊着陆器和升降器共进行了

13个潜次的大生物诱捕实验，在五千米至一万米
级深度获取两千余个大生物样品，其中包括钩虾、
深渊专属的狮子鱼以及未知物种。科学家们还成
功获得了深度序列完整的海底沉积物样本以及马
里亚纳海沟水样。这些样品填补了我国长期以来
无法获得超大深度特别是万米海底数据和样品的
空白，为揭示深渊生态环境演变、全球气候变化等
提供了珍贵的研究样本，将极大地促进我国深海
深渊科学研究的发展。

中科院院长白春礼表示，当前人类对海洋的
认识仍然停留在起步阶段，尤其是对11000米以
下深度的海洋的认识程度还不如对月球表面的认
识。我国首次万米深渊科考的成功宣示了我国深
海科技创新能力正在实现从“跟踪”为主向“并行”

“领先”为主转变，为全面实现国家“十三五”重点
研发计划部署的万米载人/无人深潜的战略目标
迈出了第一步。

“海斗”号潜万米

火星车与着陆巡视器外观设计构型图。火星车有4个“大翅膀”——太阳能电池板。

火星探测器外观图。

火星车首亮相

8月23日，高校大学生制作的机器人在京津冀大学生创新创业活动上参
加机器人技术竞赛。 新华社发

8月12日，迎接人员参观船上实验设备。当日，中国4500米载人潜水器
及万米深潜作业的工作母船“探索一号”科考船结束首航。

科考人员在“探索一号”船上整理从深海获取的生物样品钩虾。

“探索一号”科考船此次科考取得了

系列重要突破，“原位实验”号深渊升降

器搭载实验装置在万米深度成功进行了

深渊底部氮循环的原位培养实验，“天

涯”号深渊着陆器单次获取大于 100升

海底水样，多个着陆器获取两千余个大

生物样品。

图片均为新华社发

探索4亿公里外火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