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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注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高校毕业
生就业受到了冲击。不过，教育部高校学
生司副司长吴爱华近日透露，根据国家统
计局统计数据，截至今年9月1日，高校毕
业生就业情况要好于去年。

同时，他也指出，2021年高校毕业生
人数将首次突破900万人，规模增长必然使
就业形势更加严峻。

就业情况好于预期

今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不只
有疫情影响，也有经济结构调整等因素影
响。吴爱华表示，今年大学生就业难主要
是受多种因素叠加影响。这些因素有的是
短期的，有的是长期的。

首先，疫情防控带来的最直接影响是
高校毕业生与用人单位不能面对面接触，
尤其是在今年二三月份期间。同时，线上
工作需要大量毕业生，很多网络企业想招
聘却进不了校园，学生和企业都很着急。

其次，高等教育普及化效果在今年
开始显现，毕业生规模接近874万人，比
上年高出几十万人。

同时，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期，
必然伴随着行业动态调整，特别是部分去
产能、去库存行业就业需求走弱。

为应对严峻的就业形势，今年党中央、
国务院部署出台了很多措施，在升学扩招、
基层岗位、毕业生参军入伍等相关领域采取
了支持就业的十大行动。目前，2020届毕
业生就业结果总体稳定、好于预期。

高等教育有力支撑经济发展

教育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

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到51.6%，在
学总人数达到4002万人。这两个数字表明
我国已经实现了从高等教育大众化到普及
化阶段的跨越，已经建成了世界上最大规
模的高等教育体系。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刘川生认
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有力地支撑了经济
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长期稳定。

但也要看到，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时
代，大学生数量大幅增长，就业形势就会
发生变化。根据教育部预测，2021年高校
毕业生将首次突破900万人，达到909万
人，再下一届毕业生将超过1000万人。

对此，吴爱华认为，一方面要看到就
业形势的严峻，另一方面也要寻找新机会。

“总的来说，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
展阶段后，每年GDP的增长会带来新的就
业机会。”吴爱华说，在我国整体人口中，
大学生比例不是多了，而是少了。美国有3
亿多人口，其中有1.4亿名大学生；我国
14 亿多人口中目前也只有 1.7 亿名大学
生。再有10年左右的时间，随着1亿多名
高校毕业生进入各行各业，我国14亿多总
人口中就会有3亿多名大学生。如何配置
这些人才资源，调整结构、提升质量，将
成为一项重要工作。

重点关注六大就业新空间

从当前形势看，灵活就业、自由职业
比例在提升，特别是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调
整，一些新领域创造了更多新的就业机会。

未来，大学生就业新空间在哪里？吴
爱华参考国家整体布局，梳理了当前的六
大就业新空间。

从政策新空间看，国家发改委等13个
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支持新业态新模式

健康发展 激活消费市场带动扩大就业的
意见》提出支持15种新业态新模式发展，
为高校毕业生提供就业空间。例如，线上
服务、个体经济、共享经济等。

从产业新空间看，由于产业转型升
级、科技水平提升，大数据、人工智能、
物联网等新产业快速发展，人才需求不断
增加。据测算，整个大数据产业需要2000
万人，而毕业生供给远远不够。

从企业新空间看，不同企业情况不一
样。在经济转型升级的背景下，一部分企
业面临去库存、去产能，吸纳就业人数不
多，但是也有相当多的领域人才需求非常
迫切。比如，今年教育部和中关村、深圳
产业园曾共同举行专场招聘，中关村提供
了13万个岗位，深圳提供了14万个岗位，
但最终投递简历数量却小于岗位数量。

从技能新空间看，目前很多技能领域

人才非常缺乏。比如，物联网安装调试
员、无人机驾驶员、电子竞技员等新技能
人才紧缺，仅物联网安装调试员现在就有
500万人缺口。此外，家政等传统服务业
领域也面临人才缺口。

从区域新空间看，长三角、珠三角等经
济活跃区域的人力资源供给与当地经济发展
需求不匹配。近几年，为了吸引更多人才就
业，深圳在全世界征集高等教育优质资源。

从创业新空间看，目前国家鼓励“双
创”，年轻人干事创业的政策环境和制度环
境十分有利。

吴爱华提醒，对大学生来说，既要看
到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的就业挑战，
更要在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正确认识自
我。对高校来说，要深入挖掘更多就业资
源、拓展就业空间，从人才培养到就业各
个环节为大学生提供更多机会。

预计2021年将首次突破900万人——

高校毕业生就业新空间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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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教育部预测，2021年高校毕业生将首次突破900万人，达到909万人，2022年毕业生将超过1000万人。

□ 对大学生来说，既要看到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的就业挑战，更要在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正确认识自我。对高校来说，

要深入挖掘更多就业资源、拓展就业空间，从人才培养到就业各个环节为大学生提供更多机会。

银保监会近日发布的第三季度
银行业消费投诉情况通报显示，在
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中，工商银行、建
设银行、交通银行的投诉量位列前
三名，季度投诉量分别为 5854 件、
5568 件、4432 件；在股份制商业银
行中，招商银行、平安银行、中信银
行的季度投诉量均在 5200 件以
上。在通报涉及的24家银行中，仅
有3家季度投诉量环比下降。

值得注意的是，涉及信用卡业
务的投诉为 48406 件，占投诉总量
的56.9%。信用卡业务投诉多集中
在不透明收费等，比如涉及分期还
款费率问题时，有部分银行并未清
楚告知持卡人具体费率，或模糊费
率，诱导持卡人同意账单分期，待持
卡人发现费用超出预期时，往往与
银行产生纠纷。

近年来，各家银行纷纷发力个
人业务，信用卡发卡量一度迅猛增
长，但相关业务的服务内容和服务
水平并没有同步快速提升。大量投
诉也表明信用卡业务服务跟消费者
的要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亟待
改善。

消费投诉量增加，也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出消费者对自身权益的日
益重视。多年来，各方持续不断地
对消费者进行金融宣传教育，尤其
是近年来互联网技术发展使得信息
获取更为便利，城乡居民金融知识
水平和金融风险防范意识不断提
高，消费者对保障自身权益的要求
也日益提高。

今年以来，银保监会披露多起
相关罚单和案例。《中国人民银行金
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实施办法》经过修订、增补相关条款后，也
于11月1日正式施行。修订完善办法、健全相关制度，加大监
管信息公开的频次和力度等，无疑有助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消
费者权益保护。

但此次监管通报和今年以来披露的一些案例也显示，金
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仍任重道远，需要久久为功。

一方面，监管机构需要持续推进监管信息公开披露。第
二季度通报中投诉量排名靠前的一些金融机构，在第三季度
投诉量和环比增长率均出现明显下降，反映出公开通报对机
构的警示作用。另一方面，要持续完善相关办法，强化制度保
障。监管部门要督促金融机构夯实消费者权益保护主体责
任，推动董事会层面设立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明确履行消
费者权益保护职责的具体部门，建立完善有关工作机制、考核
机制和监督机制等。同时，持续优化消费投诉处理流程，畅通
维权渠道，确保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落在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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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晚的时尚城能以怎样的方式打开？青岛市
李沧区告诉了我们另一种可能：李村商圈、网红
夜市、酒吧民谣弹唱、李沧剧院、悦读书房……
每当夜幕降临，人群像从地下冒出来的水，逛吃
逛喝、拍照打卡，灵动而清晰。

近年来，时尚资源禀赋并不突出的李沧区不
断整合辖区优势资源，通过政府引导，市场运作
的方式，在打造时尚城区建设上勇往直前、奋起
直追。

如今，在李沧，原创音乐响了起来，影视节
目演了起来，夜生活长了起来，图书馆活了起来
……李沧的夜晚更加璀璨，沉寂多年的老城资源
正不断被盘活，市民的时尚生活也更加丰富多
彩，李沧从未像今天这样自信、时尚、活力四
射。

对于喜爱音乐的老沧口人来说，沧口维客广
场的“地下音场”肯定不陌生。作为青岛较早的
音乐现场，这里走出了“逃跑计划”乐队“卡奇
社”乐队“水”乐队等一大批国内知名音乐人，
还走出了众多著名的音乐节和音乐现场推广的超
盘手，是当之无愧的青岛市独立音乐的策源地。

一个好的音乐平台可以带动并培养一大批音
乐人才，但是音乐现场是一个多投入少产出的行
当，受市场因素影响，“地下音场”停业，有音
乐梦想的音乐人只能远走他乡，造成了青岛音乐
人才“墙内开花墙外香”。

李沧区致力于原创音乐推广及音乐人才培养
工作，打造以原创音乐为精神内核的全产业链生
态体系，将音乐培训、乐队组建、专业录音棚内
乐队排练、录音混音、酒吧演出、原创音乐节的
举办进行了充分融合，先后培养出一批新生代音
乐人以及他们为灵魂的“囹圄”“LIMB”“炽热
冬日”“迷雾浴场”等李沧本土乐队，用音乐讲
好青岛故事，实现了老城区历史文化艺术的整合
和传承。

时尚是一种消费，是人们自觉的感受和体

验。李沧区还着力打造啤酒街、音乐街、文化
街、风情街等一批新兴的时尚特色街区。其中，
李沧酒吧街吸引入驻了7家音乐餐吧、酒吧集聚
效应逐渐凸显，李沧酒吧街也获得青岛夜经济地
标奖,实现了城市时尚的营销，吸引了全国各地
的人们来青岛体验和消费时尚。

传统与现代、古典与时尚、东方与西方的张
力与平衡在李沧随处可见，展现出一个时尚城市
的精心规划和无穷魅力。

2020年 10月 30日，由融源美术馆主办的
《“见证不朽”法兰西艺术院院士作品展》开幕
式在李沧区融源美术馆举行，百件雕塑作品囊括
了油画、版画、雕塑、装置、摄影等艺术形式，
作品从法国高等艺术研究殿堂——法兰西艺术院
来到中国，展示了大师们对于生命与情感、内容
与形式、写实与抽象、人与自然、西方与东方等
诸多文化问题的多元审美观念，为青岛这座城市
增加更加浪漫与时尚的色彩，为李沧新添艺术气
质。

纱灯画，是文人雅士绘在绢纱灯屏上的画，
是旧时元宵节不可或缺的一道风景。11月20日,
《一灯一世界：晚清民国纱灯画展》在李沧区开
展。作为全国率先举办以晚清民国时期纱灯画为
主题的文物修复成果专题展览，在展出晚清民国
时期的纱灯画221幅的同时，还通过图版和多媒
体等形式展示纱灯画修复的工艺流程，让观展市
民增强了对中华传统工艺的认知，对优秀传统文
化的认同，合力推进中华优秀文化遗产传承保
护，将传统的艺术应用到现代的生活中，让传统
的美融为现今时尚艺术的元素。

时尚的核心是多元文化的集聚、交汇、融
合。为了让人们深刻感受和体验时尚，李沧区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主动适应文化工作
新常态，创新文化惠民模式、提升公共文化服务
效能，满足文化消费多层次、多样化、个性化的
需求，无论是本地市民，还是外来建设者，他们

的文化诉求都能在李沧
找到各自的空间，创新
型花园式中心城区呈现
出百花齐放、五彩斑斓
的文化景象。

从 6 月 26 日以来，
在做好疫情防控常态化
工作的前提下，陆续开
展了“夜李沧 更时
尚”2020首届李沧区文
化消费市集活动、“秋韵
李沧 文润社区”2020
李沧区文旅惠民活动等
活动，把一串串暖心感
人的社区居民节目、一
场场内涵丰富的社区晚
会、一个个热闹非凡的
文化消费市集，送到各
个社区老百姓的家门
口，为居民提供了“对
味儿”的文化大餐，为
社区居民营造出浓浓的
文化生活氛围，打造出
一张特别的文化时尚名
片。

在 文 化 的 浸 润 之
下，李沧区文化服务供给总量日渐丰富，为提
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提供资源支撑。近三年，
李沧全区共开展各类综合性文化活动3000余场
次，送公益电影进社区360场次，开展各类公益
文化培训6000余课次，开展国学经典活动310
余场，2018年成功创评第三届文化强省建设先
进区，“小小志愿者送文化走基层公益演出”被
评为 2017 年全国文化志愿服务典型案例、
2017—2018年度山东省文化志愿服务项目。

（数据来源：青岛市李沧区委宣传部）

·广告

“见证不朽”——法兰西艺术院院士作品展

“夜李沧 更时尚”2020首届李沧区文化消费市集

市民在参观青岛晚清民国纱灯画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