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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2日讯 “男
性 毕 业 生 就 业 率 为
86.18%、 女性毕业生就业
率为 86.41% ”———湖南省
普通高校2019届毕业生初
次就业情况通报显示，湖南
高校女生就业率高于男生。
事实上， 近5年这一通报的
数据都显示出女生就业俏
过男生。

11月29日，由省教育厅
主办、湖南女子学院承办的
“湖南省2020届女大学毕业
生供需见面会暨湖南女子
学院2020届毕业生供需见
面会”举行。参会企业超400
家， 提供岗位近2万个。“本
公司提供免费健身房、瑜伽
室”、“每年两次工会旅游、
带薪年假、 六险两金”……
为了吸引女大学生加盟，不
少企业在招聘广告上尽量
迎合女生的兴趣爱好。

为何女生就业率能高
于男生？ 优势到底在哪？湖
南女子学院招生就业处处
长周红才认为，一方面女生
学习普遍较刻苦，突出的学
业成绩和应聘考试时的优
异成绩，更能在求职时脱颖
而出；同时，相较于男生找
工作时的“闯劲”和“拼劲”，
女生会表现得更加务实。

湖南人才市场相关负
责人认为，不可否认，在实
行二孩政策后，企业考虑到
用人成本，无形中增加了女
生就业难度。但从近几年情
况来看，女生在应聘过程中
明显表现得比男生更有紧
迫感，在工作岗位的踏实与
专注，也很能为她们加分。

■记者 黄京
通讯员 张建站

近5年湖南高校
女生就业俏过男生
刻苦、务实、有紧迫感
促成女生高就业率

货车司机刘师傅的车辆在
湖南高速发生故障后， 跟随救
援一起来的还有20万“天价施
救”费。僵持不下，刘师傅夫妻
被迫滞留高速10天。 此事被曝
光后， 引起广泛关注。11月30
日， 湖南高速集团通报，3名路
政人员被停职调查。（详见本报
12月2日 A04版）

当日， 湘潭管理处对该事
件负有监管责任的蒸湘路政大
队3名路政人员采取停职措施，
进行专项调查。可以说，当地相
关部门面对舆情后， 行动还是
非常迅速的， 且处理结果也让
人满意。 但人们的疑惑仍然没
有停止， 为什么在高速公路上
会经常出现类似“天价施救”的
事情， 这些施救人员有恃无恐
的底气到底从何而来？

2016年4月初，“湖南潭耒
高速天价救援”曝光，一辆侧翻
的货车被救援队拖了不到20公
里的路程， 却被告知需要缴纳
3.6万元的施救费用；2017年，河
北省黄骅市一辆事故车车主花
费5万多元为自行倒货、停放一
夜和接受救援买单。这些“天价
施救”费用，让人惊诧。相关部
门积极回应民意的做法值得肯
定，但如何彻底去除人们的“心
头之忧”，恐怕还需要从根本上
找原因。

每一起高速公路“天价救
援”的背后，其实都有垄断或准
垄断的影子在其中。 一些地方
的高速公路运营公司只与特定
的少数几个甚至一个道路救援
服务公司签订道路救援服务协
议， 允许他们到特定的高速路
段进行道路事故救援服务，大
大限制了高速道路救援服务公

司的市场充分竞争和救援服务
价格的有效合理形成。

尽管国家发改委、交通运输
部下发的《关于规范高速公路车
辆救援服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
知》要求,要将行政行为和救援
服务工作严格区分开来,实行救
援的社会化,防止行政机关既当
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以斩断高价
收费的利益链条。不过,在技术
性要求的门槛下,目前高速公路
拖车公司都以招标或者委托的
方式参与,做的是行政性垄断的
“独家生意”。表面上,救援公司
是社会化的,然而谁有资格救援,
谁能进入高速路进行救援,很大
程度上由政府相关部门说了算。

同时， 道路救援服务价格
政策信息也没有向社会充分公
示，不公开不透明、信息不对称
之下，一旦遭遇事故，车主只能
任由其漫天要价。 这其实也体
现了价格部门监督不及时甚至
缺失的问题。

要把“天价救援” 拽回地
面，就必须打破垄断。首先，市
场定价不是放任自流的借口，
物价部门必须对此要有严格的
管控和约束；其次，技术要求不
能成为行业垄断的“马甲”，应
该开放渠道， 允许更多的专业
化救援公司进入；再次，要有第
三方参与， 如保险公司或第三
方的专业组织， 而不是由交通
部门来提供或指定；最后，要为
被救援者提供申诉渠道， 形成
实质性的监督效能。

唯有采取有效的治理措
施，才能将这一问题根治，也才
能将失范的高速公路“天价救
援”彻底拉回来。

■本报评论员 张英

要把“天价救援”
拽回地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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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人才，我省出台职称评审“双10条”
细分人才群体，定制个性化优惠政策 民企人才职称参评门槛降低，大专可评高级职称

记者12月2日从省人社厅获悉，该厅印发《湖南省畅
通职称评审绿色通道10条实施意见》《湖南省创新民营
企业专业技术人才职称评审10条措施》(以下简称“双10
条”)，针对引进人才、产业人才、基层人才、民企人才等人
才群体量身定制个性化优惠倾斜政策，畅通职称评审“绿
色通道”。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龚颖 游江

《绿色通道10条意见》 对引
进人才、产业人才、本土能力超
群、业绩卓著人才和青年博士后
科研人员等四类人才实施专门
评审。

具体来说， 对引进的急需紧
缺人才和高层次人才， 根据需要
放宽身份、资历、学历等条件限制
进行实时评价， 采取个人述职答
辩、同行专家考核评议“直通车”
方式直接认定相应职称。

评审聚焦工业新兴优势产业

链发展和地方传统特色产业转型
升级等，不定期组织开展专场评审
或城市群评审。

对行业领军人才和青年拔尖
人才等，不定期组建特别优秀人才
职称评审，直接评审相应系列相应
层级职称。

青年博士后科研人员可单独
申请评审职数，直接申报参评相应
系列(专业)副高级职称，其在站期
间的业绩成果可作为职称评审的
重要依据。

四类人才专门评审
开设引进人才职称评审“直通车”

《民营企业10条措施》则进一
步降低了民企人才的职称参评
门槛。

《措施》指出，民营企业专业
技术人才具有相应专业大专学
历， 取得中级职称后从事本专业
工作满7年，可申报参评相应系列
(专业)副高级职称。此外，台阶要
求可不按部就班，未获得初级、中
级职称，但成绩突出、贡献卓著的，
可比照正常申报年限超出2年、4
年直接申报参评中级、 副高级职
称;同时，民营企业专业技术人才

申报参评职称可放宽至65周岁。
解除了外语、计算机能力及继

续教育等“一票否决”的限制，达到
一定水平具有相应证书在量化评
审时可加分；对于论文不搞“一刀
切”，积极推行代表作制度，替代公
开发表论文要求；同时解除“唯奖
励、唯项目”的成果限制，树立品德
能力业绩评价导向。

同时， 下放申报推荐权限、专
业调整设置权限和评审权限，其中
申报推荐权限和评审权限可下放
到园区、行业协会学会等。

民企人才职称参评门槛降低
高级职称学历要求放宽为大专

《意见》对基层一线人才、对
援派人才施行倾斜评审。 其中，对
基层一线人才实行“单独分组、单
独评审、单独确定通过率”，在基层
卫生、乡镇教育、农业林业等领域
实行“定向评价、定向使用”的基层
职评制度， 特别优秀的扎根基层
(与基层单位签订5年及以上服务
期)青年博士，不受原有职称台阶
和评审职数限制，可直接申报参评

相应系列(专业)副高级职称。
对援派人才援派期1年以上且

年度考核、集中考核为称职及以上
的专业技术人才，援派期为3年的，
援派期满后可提前一年申报高一
层级职称。省内参评享受“四个不
作要求”“两个不作硬性要求”的优
惠政策， 还可自主选择职称评审
地。参与“一带一路”和其他境外项
目建设的比照享受相应优惠政策。

两类人才倾斜评审
扎根基层青年博士可直接申报副高级职称

《意见》对技能人才、党政机关
调入企事业单位人才和具有职业
资格的人才等三类人才实施比照
评审。

在生产领域一线岗位从事技
术技能工作的高技能人才， 可经
单位考核推荐后直接对应申报相
应职称。 技工院校毕业生可按学
历申报参评相应系列(专业)职称。
此外，取得世界技能大赛金牌、银
牌，或取得“中华技能大奖”的优
秀高技能人才， 可认定相应专业
高级职称。

党政机关 (含参公管理单位)
和部队转业调入转入企事业单位
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员， 首次
申报参评职称，不受资历、台阶限
制， 根据其工作年限比照相应资
历、台阶条件进行申报，在原单位
取得的工作业绩与成果视为专业
技术业绩。

在有关领域取得专业技术类
职业资格的人才， 可不再参加同
一领域相应层级的职称评审，直
接认可其具备相应系列和层级的
职称。

三类人才比照评审
技工院校毕业生可申报相应职称

11月29日，“湖南省2020届女大学毕业生供需见面会”在湖南女子学院举行，吸引了全省高校近4000名
女大学生到场参与。 记者 黄京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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