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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最吃香，女生比男生好找工作
我省今年毕业生就业率92.89%，本科就业历史学、农学、文学排前三，家门口成首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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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1月13日讯 第十一届
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大会11月
12日在山东省济南市举行， 大会
发布了国内近50家重点高校、科
研院所1600余项最新科技成果。
记者了解到， 我省3项成果喜获
2017年度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
成果一等奖， 即湖南农业大学的
“保健养猪关键技术创新、产品研
制与低胆固醇猪肉研发”、湖南大
学的“大型直驱永磁风力发电机
设计与控制关键技术及工程应

用”、桃江县宏森木业有限责任公
司和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等单位联
合完成的“人造板及制品无人工
甲醛释放调控关键技术”。

据了解， 中国产学研合作创
新成果奖是由科技部和国家奖励
办公室批准， 中国产学研合作促
进会设立和颁奖的。2017年度中
国产学研合作创新成果奖共评出
一等奖44项，其中我省获一等奖
3项，此外，我省还有4项目获优秀
奖。

其中，由湖南农业大学、湖南
烟村生态农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等4家单位产学研合作、文利新教
授领衔完成的“保健养猪关键技
术创新、 产品研制与低胆固醇猪
肉研发”成果，成功研发了具有国
际领先水平的低胆固醇猪肉，其
胆固醇与普通猪肉相比， 降低
75%以上， 且肉质醇香、 风味独
特， 无抗生素残留。“低胆固醇猪
肉”有望使中国人延寿5～10年。

■记者 李琪 整理

本报11月13日讯 眼下
又到各大高校秋季招聘进行
时，找工作难不难？毕业生去
哪儿了？记者今日从省教育厅
获悉，全省普通高校2017届毕
业生就业情况已经公布：2017
年，湖南省普通高校共有毕业
生354085人，截至2017年8月
31日，已就业328900人，就业
率为92.89%。从公布的数据来
看，尽管就业压力很大，但今
年就业情况比去年要好———
我省2016届毕业生的初次就
业率为91.36%。

【学历】
研究生就业率最高

统计显示，今年毕业的研
究生就业率为94.06%， 本科
毕业生就业率为92.91%，高职
专科毕业生就业率为92.70%。

从性别划分来看， 男性毕
业生就业率为92.07%，女性毕业
生就业率为93.60%。女生就业率
已经连续多年比男生要高。其
中，男研究生就业率最高，达到
95.64%。虽然在找工作时，女生
的就业压力要大于男生， 但结
果显示，女生并不是就业的“弱
势群体”，就业率除了研究生学
历层次外，其他均高于男生。

分析： 湖南农业大学相关
负责人表示，近几年，国家高
度重视专业硕士人才的培养，
更多动手能力强的应用型高
学历人才应运而生； 另外，从
本科生和硕士生的就业薪资
来看，硕士生更具竞争力。

【生源地】
农村毕业生就业率
高于城市毕业生

2017年，全省共有城镇生
源毕业生131988人， 已就业
121110人，就业率为91.76%。
共有农村生源毕业生222097
人，已就业207790人，就业率
为93.56%。

分析： 尽管很多人认为，
在就业时，农村学生比城市学
生难找工作。但我省教育部门
相关负责人认为， 近年来，我
省对农村生源就业困难学生
实施“一对一”的就业援助计
划，根据就业形势的变化以及
毕业生的个人情况，进行量身
定制服务，优先安排参加就业
见习、优先安排参加就业技能
培训、优先提供就业信息，这在
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农村学生
的就业能力。另一方面，用人单
位来招聘，招聘书上本身就没
有户籍限制这一栏，所以并不
会直接影响农村学生就业。

【专业】
本科专业历史学、
农学、文学排前三

哪些专业就业率高呢？在
本科毕业生中，就业情况较好

的学科有：历史学（就业率为
95.07%）， 农学 （就业率为
93.85%）， 文学 （就业率为
93.59%）。 在高职专科毕业生
中，就业情况较好的专业大类
有 ： 公安大类 （就业率为
100%），水利大类（就业率为
96.64%），生化与药品大类（就
业率为94.18%）。 在毕业研究
生中， 就业情况较好的学科
有 ： 经 济 学 （就 业 率 为
98.10%）、 工学 （就业率为
96.11%）， 艺术学（就业率为
96.05%）。

分析：就业数据虽然能一
定程度上反映当下社会的需
求变化，但也不是绝对的。以历
史学为例， 由于本身学历史的
人数相对较少， 再加上其中有
很大一部分该专业的学生毕业
后选择考研，反映在就业率上，
就成了最“热”的一门专业。

【地区】
留在本省就业的越来越多

“北上广深”已不再是毕
业生的首选。 除了薪资外，更
关注对方企业提供的发展平
台， 更愿意留在家门口上班。
统计显示，湖南是大多数毕业
生就业的首选地。2017届毕业
生中在省内就业172323人，
比例为57.86%。紧随其后的是
泛珠江三角洲地区， 比例为
21.31%。

分析：有专家表示，随着
内地企业需求与薪资不断提
高，沿海企业薪资其实每月只
多出了四五百元，消费水平却
比较高。事实上，随着“长株潭
一体化”建设，我省的就业环
境越来越好，比如，长沙“人才
新政”22条落地之后， 也吸引
了一大批省内优质生源，加上
一些本地企业招聘需求也很
旺盛，求职者们自然不会到外
地去。

【单位】
聘用到企业的最多
创业、进机关的少

统计显示，在32万多名已
就业的毕业生中， 灵活就业
250733 人 （其 中 聘 用 制
248650人， 自由职业 2083
人），占总就业人数的76.23%。
到企业单位就业234866人，
比例为78.86%。在“大众创业”
如火如荼的时代，自主创业仍
旧不被毕业生们看好。数据显
示，2017年已就业的32万余
名毕业生中， 仅有自主创业
1553人， 占总就业人数的
0.47%。 本科毕业生中创业人
数最多，有944人。而在工资待
遇相对稳定的机关、事业单位
工作是很多毕业生的梦想，但
这个比例也不高，仅54831人，
占18.41%。另外，继续深造与
出国的人数有提升， 比例达
8.34%。
■记者 黄京 实习生 陈舒仪

本报11月13日讯 “目
前，我省的文化创意人才存在
很大缺口，只有去北京、上海、
广州等一线城市才能寻找到
合适的高端策划创意总监。”
今天上午，2017长沙市天心区
文化产业示范园高级文创人
才培训班暨文创高峰论坛在
长沙理工大学举行，围绕我省
创意创业人才发展的现状，与
会专家进行了探讨。

《湖南省2015-2016高层
次紧缺人才需求目录》 显示，
紧缺指数位列前三位的就包
括文化创意与传媒。据相关调
查报告显示，长沙市文化创意
人才缺口超过10万人。会议现
场，长沙天心文化产业示范园
与长沙理工大学签署了战略
合作协议， 并举行了授牌仪
式。“通过与文化企业、文化产
业示范园区等社会各界力量
开展人才培养深度合作，培养
学生创意创新创业的实践能
力。”

■实习生 陈舒仪 记者 黄京
通讯员 韩淑娟

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我省3项成果获一等奖

吃“低胆固醇猪肉”有望延长寿命

本报11月13日讯 11月14
日是联合国糖尿病日。我国的糖
尿病患者众多，且有越来越年轻
化的趋势，糖尿病合并肺结核的
患者也随之增多， 有资料显示，
糖尿病患者的肺结核患病率比
正常人要高4-8倍。 省胸科医院
专家提醒，该病的患者更要提防
肺结核。

43岁的何女士是衡阳的一
名乡村医生，今年10月初，何女
士出现咳嗽、消瘦等症状，当地
医院诊断为糖尿病合并肺结核，
还出现了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
糖尿病性酮症等。考虑到患者病
情复杂，10月中旬她转入省胸科
医院接受进一步诊治。

入院后，省胸科医院内三科
医护人员为其制定了抗痨、控糖
以及饮食调整等个性化的治疗
方案。 通过近一个月的精心治
疗，目前，何女士的咳嗽、发热等
症状消失，肺部病灶好转，血糖
也已控制到正常平稳。

糖尿病属于内分泌疾病，肺
结核属于呼吸系统疾病，为什么
这两者之间会有密切联系呢？

“糖尿病和肺结核其实属于‘姐
妹病’， 糖尿病患者的体内糖含
量高，代谢紊乱，可为结核菌快
速生长、大量繁殖提供良好的营
养环境，血糖控制越差，就越容
易患肺结核。结核病与糖尿病一
旦‘结伴’，就会相互影响，加重
病情。” 省胸科医院内三科主任
梁珍介绍。

糖尿病合并肺结核时，其症
状易与感冒、 肺炎等疾病混淆，
应引起重视。据统计，湖南省胸
科医院近三年来收治的糖尿病
合并肺结核的患者达近4000例，
占到总入院人数的8%左右。

梁珍提醒，糖尿病合并肺结
核的诊治， 最重要的是要早发
现、早治疗。当糖尿病患者血糖
控制欠佳，或者出现有两周以上
咳嗽、咳痰、盗汗、午后发热等症
状，应引起注意。同样，肺结核患
者在生活习惯与治疗未改变的
情况下，若出现病情加剧，或虽
正规治疗病情却不见好转，痰中
结核菌久治不消，尤其是中老年
患者，应及时监测血糖。
■记者李琪通讯员杨艳杨正强

糖尿病更易染上肺结核
二者是“姐妹病”，经常“结伴”而来

长沙市文创人才
缺口超过10万人

11月12日，长沙市湘江东岸猴子石大桥南侧河堤上，志愿者们将外来入侵物种———
加拿大一枝黄花连根拔起。当天，长沙市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天心区农林水利局联合主办
清理一枝黄花公益活动，150名志愿者积极参加。 记者 田超 通讯员 周灿英 摄影报道

江边清理
“一枝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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