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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曾楚禹◎

2013年，高校毕业生达到699万，创历
史新高，而用人单位招聘岗位下降10%———
15%，北京、上海毕业生签约率不足三成，广
东不足五成———面对此现实，不少网民惊呼
大学毕业生面临“史上最难就业年”。

在就业形势不容乐观、毕业生创业难题不
断的情况下，近700万就业大军如何杀出重围？

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
在广东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会上，广

东省教育厅长罗伟其透露，广东省2013届毕
业生签约率只有30%，比去年同期低10个百
分点，而根据上海市学生事务中心统计的数
据显示，上海今年17.8万高校毕业生中签约
率只有29%， 北京地区更是只有28.24%。经
过综合评估，罗伟其认为，2013年的就业形

势并不比2008年好，甚至更为严峻。
记者了解到，一般而言，“985”“211”高校

的就业率压力较小。 清华大学就业指导中心
主任熊义志告诉记者，尽管受了点影响，但是
清华大学的就业压力并不大， 今年本科生和
研究生的签约率已经超过60%。然而，普通的
高校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西北一所师范院校
大四学生小刘就愁眉苦脸地表示：“到哪儿都
是遭受冷眼，找份工作怎么那么难啊？”小万
所在班级共有46人， 到目前为止， 加上考研
的，找到工作的也不过十几个人。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张霞撰文
指出， 随着人口高峰的到来和高校扩招，毕
业生数量急剧增长，导致总量上的人才供大
于求。企业对应届毕业生提出了高出学生期
望的标准，一部分企业并不以招聘人才为目
的， 而是通过招聘过程提升自己的影响，人
为提高招聘难度。

不少“就业歧视”影响就业前景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 在严峻的就业形势

下，学历歧视、学校歧视、性别歧视等“就业歧视”
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毕业生们的就业前景。

暨南大学硕士研究生小陈告诉记者，同
样的岗位，同班男生那边简历的命中率显著
高过女生，学院经常发一些招聘信息，许多
都只要男生或者注明“男生优先”。

对于就业歧视， 熊义志认为企业的行为
有些短视：“没有哪个学生一毕业就完全达到
熟练工人的要求， 社会应该着力于帮助培养
他们。而且，不管求职者本科从哪里来，但他们
都是经过激烈竞争考进更高层次的学校，经
过严格培养训练后完全达到了毕业的标准。”

破解就业难题需多方面着手
张霞的调查显示，政府相关部门、外企和

国企是大学生最青睐的三类工作单位， 学校
招聘会和亲友帮助被认为是最有效的两个渠
道。她认为，人才的供大于求、大学生的就业期
望高和高校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不相符合是
造成大学生就业困境的三大主要原因。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王霆认为，社会经
济快速发展而我国高校教育改革相对滞后，
培养的大学生存在较大的就业能力缺口，造
成了我国高校毕业生结构性失业问题突出。

熊义志认为，要想破解就业难题，大学
生要进一步调整就业观念，以更加开阔的眼
界到更大的范围放飞梦想。学校也应加强宏
观形势的判断，在专业设置和学生培养方面
更有针对性地发力。“然而，就业问题从来就
不是靠市场机制能解决的问题，要想解决这
个民生之本，政府方面需要采取一些措施以
促进就业，社会也应该更好地帮助完善人才
培养体系。” （据新华社北京5月20日电）

据新华社杭州5月20日电 记者从浙江省高
院获悉，2013年5月17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
张辉、 张高平再审改判无罪作出国家赔偿决定，
分别支付张辉、张高平国家赔偿金110万余元。

据介绍，2013年5月2日，张辉、张高平分别
以再审改判无罪为由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申请国家赔偿， 两人共申请国家赔偿金266万
元。其中，限制人身自由赔偿金120万元，精神
损害抚慰金120万元，律师费10万元，低价转让
的解放牌大卡车赔偿15万元，扣押的两部三星
牌手机赔偿1万元。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同日
立案。案件审查期间，张辉、张高平分别要求增
加限制人身自由赔偿金5万元、 精神损害抚慰
金5万元，并增加3万元的医疗费赔偿请求。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听取了张辉、张高平

的意见，依法进行审查后认为，张辉、张高平自
2003年5月23日被刑事拘留， 至2013年3月26
日经再审改判无罪释放， 共被限制人身自由
3596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
三十三条“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赔偿金
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 之规
定，决定分别支付张辉、张高平侵犯人身自由
权赔偿金65万余元。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综合考虑
张辉、张高平被错误定罪量刑、刑罚执行和工
作生活受到的影响等具体情况，决定分别支付
精神损害抚慰金45万元。 至于赔偿请求人张
辉、张高平提出的律师费、医疗费、车辆转卖差
价损失等其他赔偿请求，依法均不属于浙江省
高级人民法院国家赔偿范围。

近700万高校毕业生面临“史上最难就业年”

就业大军如何突围
新华社记者 白靖利

浙江高院向张辉、张高平
各支付国家赔偿金110万余元

5月20日，在爆炸事故发生地，救援人员开展救援工作。当日10时45分，位于山东省章
丘市的保利民爆济南科技有限公司震源药柱生产车间发生爆炸事故，爆炸造成厂房倒塌。
初步核查，当时车间当班工人34人，车间周边从事辅助工作的民工共8人，目前已经搜救出
32人，其中死亡13人、伤19人（其中重伤2人），其他人员仍在搜救、寻查中。 新华社发

山东章丘爆炸事故
已致13人遇难

据新华社成都5月20日电 20日，芦山地震
过去整整一个月。从四川省抗震救灾指挥部传
来的最新消息显示：截至当日17时，灾区79万

多名受灾群众已全部得到妥善安置，逾八成住
院治疗的伤员康复出院，灾区生产生活正逐步
恢复正常，防治次生地质灾害工作紧张推进。

79万多芦山受灾群众得到妥善安置

据新华社北京5月20日电 记者20日从中科院
获悉，2013年中科院院士增选候选人推荐工作已于
4月30日结束。经过院士推荐和归口初选部门推荐，
并经中科院学部主席团审议， 确认有效候选人391
人，最终将增选院士不超过60名。

根据《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工作实施细则》规
定， 将于近期在有效候选人所在单位公示本单位有
效候选人和相同专业的外单位的其他有效候选人
的有关情况，5年之内调动工作单位的， 将同时在调
出单位公示，公示时间为1个月。公示结束后，由各学
部参加增选的全体院士通过通信评审、 会议评审和
选举，并经确认、批准和备案等程序后产生新院士。
当选院士名单将于年底前向社会公布。

今年中科院院士增选
确认有效候选人391名
最终增选不超过60名

据新华社太原5月20日电 20日在第七届全国
大学生村官论坛上发布的《2013年中国大学生村官
发展报告》指出，截止到2012年底，全国有6.7万名大
学生村官进入村两委班子，4246人担任村党组织书
记，1511人担任村委会主任。

报告指出，2008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大学生
村官计划已成为我国新的历史时期重要的选才、育才工
程。目前有23万名大学生村官分布在全国三分之一以上
的农村，加上流转出岗的部分，总规模达到36万人。

6.7万名大学生村官
进入村两委班子

广东检测出1份H7N9禽流感阳性样品
据新华社北京5月20日电 根据国家卫生和计划

生育委员会20日公布的统计数据，5月13日16时至5月
20日16时，全国内地未报告新增人感染H7N9禽流感
病例，新增死亡病例1例，新增康复病例15例。

卫生计生委公布的人感染H7N9禽流感疫情信
息称， 截至目前， 我国内地共报告130例人感染
H7N9禽流感确诊病例，其中死亡36人，康复72人。

据新华社北京5月20日电 农业部新闻办公室
20日消息， 广东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送检的1
份鸡疑似阳性样品， 经国家禽流感参考实验室复核
确诊为H7N9禽流感阳性。据了解，该样品来自广东
省增城市荔城街富力市场，所分离株与4月4日从鸽
子中分离的H7N9禽流感病毒株高度同源。

人感染H7N9禽流感
一周来未报告新增病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