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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不清零：盼到中秋月圆后

来论 别总惊讶“中职生月薪超本科生” 及时语

福建省中职学校招生在经
历了冰点之后， 今年实现逆袭，
部分学校生源激增。 与此同时，
近年来，中职毕业生在人才市场
的身价也在不断上涨，部分中职
毕业生月薪甚至超过一些本科
生。（9月23日《东南快报》）

“部分中职生月薪超本科
生”，是市场自然选择的结果。也
恰证明，我们亟需改变以学历论
高低，而非以需求为导向的就学
选择。事实上，中职的含义，更多
地指向一种职业教育，而并不意
味着比本科生“低人一等”。比如
德国，职业教育体系发达，没有
人会对“部分中职生月薪超本科

生”感到奇怪，甚至是一种常态。
因为经济发展，需要这些接受过
专门职业教育的从业者。

为什么“部分中职生月薪超
本科生”类似的事件反复让舆论
场当作新闻来看？这与我们一定
时期的观念有关。过去，上大学
有所谓“跳龙门”的说法，一个本
科学历， 也附属有实在的好处，
比如城镇户口。然而，进入市场
经济以后， 这些东西早已打破。
本科学历并不是万金油，没有一
技之长的本科生，在市场经济中
其实很危险。但观念的转变需要
过程，一下子听说“部分中职生
月薪超本科生”， 难免有些人感

到惊讶。
但市场经济向前发展，这样

的惊讶只会越来越多。务实地来
说，这些超过本科生待遇的中职
生，真正决定他们待遇的因素是
他们的努力。当我们在谈论“部
分中职生月薪超本科生”， 更应
看到一个常识： 市场经济条件
下，不论什么学校，都不可能让
刚出学校大门的年轻人马上端
上好饭碗。即使是那些目前超过
本科生待遇的中职生，对他们而
言， 也并非意味着高枕无忧。市
场竞争的时代，人才自身也应保
持一种终身学习的习惯。

■杨兴东

9月23日有消息传出， 自下
月1日起， 移动联通电信三大运
营商将正式推出开放套餐内单
月流量不清零业务。记者致电三
大运营商湖南区相关负责人核
实，皆表示“暂未接通知，如果有
新的流量优惠措施，将会第一时
间公布并尽快落实。” 关于该方
案，独立电信分析师付亮在微信
朋友圈称，“三大运营商10月开
始，月套餐流量不清零，改为下月
清零。”（见本报今日A10版）

自5月13日国务院总理李克
强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到“上
网流量不清零”“流量可转赠”
“提速降费方案”，鼓励电信企业

尽快发布提速降费方案计划后，
这算是三大运营商一个够分量
的行动呼应， 尽管是非正式的。
且只是手机流量当月不清零，下
月优先使用， 但月底仍然清零。
此是烟幕，还是确切消息，数天
后自见分晓。由此可见，民众的
盼望、媒体的关注及三大运营商
不得不面对的应对时限，流量清
零或不清零，正面临一个关键的
时间节点！毕竟，堂堂一国的总
理，他的话不是随意说的。李克
强指出， 降低网费和流量费，这
不是政府的决定，而是“不降不
行”的市场选择。

网络时代， 尤其是互联网+

时代的来临，套餐流量不够用已
成为相当部分网民的“心病”。网
民的“心病”，正是运营商赢利的
“兴奋点”，凭他们在中国市场的
绝对垄断地位， 欲要他们割肉，
去掉霸王条款，不是易事。我国
手机流量资费高、网速慢是公认
的事实，民众诟病已久，连网络
大佬们也频频炮轰， 但无济于
事。总理呼吁后，国内三大电信
运营商先后推出了流量不清零
（部分业务）、 流量可转赠服务，
但随即遭到网友们的吐槽，认为
“三家运营商都没诚意”。特别是
“夜间流量”等降费措施，成为网
友最大“槽点”。

在商言商。中国是世界上第
一大手机拥有国，网速在世界仅
排名80多位， 而资费比美国、日
本贵一倍左右。如果考虑到国民
的人均收入，那差距更大。三大
运营商如此“犹抱琵琶半遮面”
的态度，一是出于垄断带来的惰
性，二恐怕是目光短浅、应对失
措的征兆。因为，随着虚拟运营
商的逐渐放开，虚拟运营商纷纷
推出“零月租、无套餐、余量不清
零”等优惠措施，对已有市场的
冲击不可小觑。届时，消费者用
脚投票，三大运营商如不能高瞻
远瞩，应对有度，则前景堪忧。

■本报评论员 吴晓华

“国企领导，要想位置稳定，
最好的办法是把企业做得不死
不活。为什么呢？搞得太好了就
是一块肥肉，有关系的人就要来
占这个位置。 当然搞得太差，连
年亏损，也是一个问题。”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
究院张维迎教授在“创业时代：
资本与企业家”论坛上这么讲。

“大众汽车要是垮了，德国
也就垮了。而德国要是垮了，欧
洲也就垮了。”

———德国大众汽车在美国
的柴油车尾气排放造假震惊世
界。有德国媒体如此呼吁。

当地时间9月22日， 中美民用
航空领域合作签字仪式在美国西
雅图举行，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和企
业分别与美国波音公司签署了关
于全面战略合作、 建立完工中心、
大部件生产和购机等系列合作文
件。这些合作文件的签署标志着中
美民用航空领域合作取得新的突
破性进展。

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与波音
公司签署了《关于提升民用航空
产业全面战略合作的谅解备忘
录》，确立了未来五年（2016-2020
年） 双方的合作目标和主要合作
内容。

波音公司与中国商飞签署了
关于在中国建立737飞机完工中心

的合作文件，双方将共同出资建立
合资公司。该项目的实施能够有力
促进中国相关企业发展，提升中国
民机产业链在全球的地位，使中国
有关企业成为波音一级供应商。

中航工业与波音公司签署了
747-8飞机结构件工作包的合作
文件。波音将授予中航工业增加有
关工作包和组建的生产量，这将大
大提升中航工业制造能力，加强基
础设施建设和供应链管理，为双方
带来互利的合作成效。

中国航空器材集团公司、工银
租赁和国银租赁与波音签署了订
购300架波音飞机的协议。 这一成
果体现了中美两国互利合作的重
要内涵。 ■据新华社

习近平抵达西雅图开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企订300架飞机，将建波音完工中心

“美国一些人对中国怀有的不安心理通常来源于不了解。 而随着中
美政府、企业和民众间交流合作不断加强，这种不安就会减少，人们会认
识到其实大家是在做基本相同的事情。美中达成的共识越多，对世界的发
展越有利。”

———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州圣莫尼卡市市长里克·科尔

9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
美国华盛顿州最大城市西雅图，开
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西雅图是
习近平美国之行的第一站。之后，习
近平还将前往华盛顿继续访问，并
赴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联合国成立
70周年系列峰会。

当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西雅
图集体会见美国华盛顿州州长英斯
利、西雅图市市长埃德·默里、华盛
顿州联邦参议员帕蒂·默里、联邦众
议员拉森、 美国前驻华大使骆家辉
等人士。

当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西雅
图市出席第三届中美省州长论坛并
发表讲话， 突出强调中美两国经济
巨大体量、 改革发展的政策利好和
优势互补的潜能对发展双边关系的
重要意义。 作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
近年来中美经贸合作不断升温， 结构
优化升级， 互补性优势进一步显现。可
以说，中美经贸关系“存量”可观、“增
量”可期，互利共赢关系呈现新气象。

习主席说，规模就是商机。这个
判断十分符合中美经贸关系现状。

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
贸易和投资学教授罗伯特·劳伦斯
指出：“中国的发展对我们是有益
的， 因为中国向我们的消费者提供
物美价廉的商品， 同时又不会影响
美国出口商品价格……我们更多的
是互补关系，而非竞争对手。”

波音将在中国建737飞机完工中心

“美国一些人的不安心理通常来源于不了解”

声音

合作

9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华盛顿州最大城市西雅图，
开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