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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2019年
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日前开
始。10月10日至31日，考生可登录“全
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报名平台”
进行正式报名。10月16日，重庆市教委
的消息显示，近年来，全国考研的报名人
数一路走高，并同时发布了近3年重庆市
毕业研究生就业率排名前10的专业。在
报名人数年年看涨的情况下，各高校是
否进行扩招？重庆市研究生的就业情况
又如何？重庆日报记者进行了走访。

2018年全国考研报名人数
是20年前的10倍

据教育部统计，2018年全国硕士
研究生招生报名人数为238万人，比
2017 年增加了 37 万人，增长率为
18.4%，报名人数和增加人数均创历史
新高。

“回顾分析这20年的考研报名人
数，除了少数年份报名人数有略微回落
以外，多年来考研报名人数一直呈现上
升趋势。”市教育考试院相关负责人表
示，2018年全国的报名人数是2008年
的近两倍，是1998年的近10倍。

西南大学研究生招生处相关负责
人在接受重庆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近
几年考研人数屡创新高的原因主要有
3点：考研可提升就业竞争力；部分考
生在高考时由于各种原因未能进入名
校，希望通过考研进入心中的理想学府进
行深造；在职研究生纳入统一招生考试，
同时也不乏往届毕业生希望通过考研改
变工作环境，因此导致考研人数增加。

28所“双一流”高校扩招
硕士研究生

在考研报名人数持续走高的同时，
高校是否也在进行扩招？

教育部《2017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
统计公报》显示，2017年全国研究生招
生 80.61 万人，其中招收硕士研究生
72.22万人；在校研究生263.96万人，其
中在校硕士研究生227.76万人；毕业研
究生57.80万人，其中硕士毕业生52.0
万人。对比2007的数据，全国硕士研究
生招生人数增长了100.28%，在校学习
硕士研究生人数增长率高达135.20%，
毕业硕士生人数也增长了92.31%。

市教委相关人士分析，考研人数和

招生人数的持续上涨，离不开政策的导
向。“2017年初，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
员会印发了《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

“十三五”规划》，提出学位与研究生教
育发展的目标之一就是到2020年，保
持研究生培养规模适度增长，千人注册
研究生数达到2人，在学研究生总规模
达到290万人。”这也意味着，未来几年
研究生扩招的趋势很可能持续下去。

不少考生考研都是出于“名校情
结”，重庆日报记者通过对比发现，39
所教育部“双一流”建设高校中有28所
高校在2019年将扩招硕士研究生，有7
所高校计划招生人数与今年持平，另有
4所高校招生人数有所减少。

其中，2019年拟扩招硕士生最多
的高校是复旦大学和华南理工大学，计
划招生人数均比去年多了700人；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天津
大学和兰州大学的扩招人数也在500
人以上；重庆大学扩招人数为300人。

高层次人才需求促就业率
持续增长

据市教委提供数据显示，近3年

来，我市高校毕业研究生人数一直
呈增长趋势。2016年重庆高校毕业
研究生人数为 15313 人，就业率为
82.37%；2017年毕业研究生为15508
人，就业率为 82.91%；2018 年毕业
研 究 生 为 16354 人 ，就 业 率 达 到
87.56%。

“这种增长趋势说明社会对高层次
人才的需求是旺盛的。”市大学中专毕
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表
示，今年，重庆市高校毕业研究生的就
业率增加更显著，其中不少毕业研究生
留在重庆工作，这与重庆近年来良好的
发展势头和旺盛的人才需求是分不开
的。

此外，市教委还发布了重庆市近3
年毕业研究生就业率排名前10的专
业，它们分别是：工商管理、控制科学与
工程、信息与通信工程、控制工程、电气
工程、公共管理、车辆工程、机械工程、
儿科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在互联网
时代，对控制科学、计算机、信息化相关
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市大学中专毕
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表
示。

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报名人数屡创新高

这10个专业在重庆最好找工作

本报讯 （见习记者 宗华月）10
月16日至18日，由南岸区委宣传部、
南岸区文化委、南岸区文联共同主办的

“魅力山城·人文南岸——中国文化名家
南山笔会”在南岸区举行。来自全国各
地的文化名家与重庆市的作家代表以及
文化企业代表汇聚一堂，分享创作心得，

并为重庆的文化发展提出中肯建议。
“南山笔会”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重庆文学界的一个传统。当时在重庆
市作协和南岸区有关部门的组织下，文
人们在南山植物园苏联大使馆旧址召
开了多次笔会。为了更好地展示南岸
的人文历史和自然遗产，传播重庆城市

文化形象，南岸区从今年起恢复重庆
“南山笔会”这一传统文学盛事，计划每
年举办一届，以推进南岸区文艺精品创
作，提升重庆文化气质。

当天上午，文化名家们参观了南滨
路精典书店、龙门浩老街龙门书院、弹
子石老街大众书局等文化地标。著名

诗人、鲁迅文学奖得主张新泉坦言，以
前对重庆不甚了解，印象中的龙门浩老
街很破败，这次认认真真地打量了重
庆，变化之大令人惊讶。“龙门浩老街等
地浓郁的文化元素给了我丰富的创作
灵感，我回去要写下在这里的感受，留
住这份记忆。”

著名诗人商震表示，诗歌和音乐存
在一种天然的联系，重庆的文化企业应
该利用本土文化资源，以音乐、电影等
形式多维度表现，更好地推广、传播。

中国文化名家南山笔会在南岸区举行

本报讯 （记者 杨艺）投诉无
门、处理时间长、商家服务承诺不兑
现……一直以来，家电维修不规范成
为不少消费者的困扰。10月17日，在
市商务委、市消委会指导下，重庆市家
用电器服务企业联合会启动“重庆家
电诚信服务体系”建设，将通过对维修
人员进行培训、考试、颁证等，治理家
电维修市场的行业乱象，提升家电服
务质量。

据市消委会统计，近几年来，市民
对家电消费和服务的投诉量居高不
下。今年上半年，家用电子电器投诉
仍位居首位，投诉量为1225件，占投
诉总量的14.44%，其中，售后服务不
到位、送货安装不及时、维修不及时等
问题最为突出。

“目前，家电维修服务行业普遍存
在服务标准不统一、维修水平参差不
齐、乱收费、维权难的现状。”重庆市家
用电器服务企业联合会常务副会长张
矿介绍，纠其根本原因，主要有三点，
其一，缺乏统一合理的服务标准、收费
标准、安全规范及增值服务的规范；其
二，从业人员水平标准不一；其三，各
厂商的服务标准自成一套，监管和约

束并不统一。
基于这些问题，重庆市家用电器

服务企业联合会经过前期市场调研，
制定了家电服务规范标准，同时启动
重庆家电诚信服务体系建设。据介
绍，该体系建立后，将由厂商推荐的培
训讲师对维修人员进行培训，集中进
行考试，考试合格后为其颁发“诚信服
务上门服务卡”；同时，从事家电维修
的个人也可自行参加培训，学习家电
维修服务标准规范，通过考试后获得
诚信服务上门卡。

“今后，重庆家电诚信服务体系下
的家电维修人员都将持证上门服务。”
张矿介绍，上门服务卡上将印上联合
会的公众号二维码和上门服务人员的

二维码，消费者可通过扫码或是登录
联合会的官方网站查询到上门人员的
姓名、身份证、服务星级、服务品牌、证
件有效期等信息，让整个服务维修过
程达到全程透明化。

同时，服务卡上还将显示重庆市
家用电器服务企业联合会的网站和监
督投诉电话，以便消费者更好进行维
权。此外，消费者还可根据卡上的多种
方式登录诚信服务平台进行服务评价，
若上门服务人员的投诉率过高将被取
消诚信服务人员的诚信经营资格。

作为首批代表，苏宁、国美、格力
等近30家家电连锁企业、家电品牌签
署了重庆家电诚信服务体系建设承诺
书。接下来，该体系将在各大厂家自
有及授权售后服务商、全国及地方连
锁服务商、重庆专业售后服务商、重庆
社区服务点等进行推广。

“下一步，我们还将拟定及公示家
电售后安装维修收费标准，以杜绝乱
收费的行业乱象。”张矿说。

重庆启动家电诚信服务体系建设

家电维修人员将持证上门服务

本报讯 （记者 周松）10月17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巴南区公安分局
获悉，一起跨省特大诈骗案告破，诈骗
团伙冒充通讯运营商业务员，以城区
周边较为开放的办公地点的工作人员
为目标，上门推销充话费赠话费优惠
实施诈骗，全国5省市2万余人上当受
骗，涉案金额达1100万元。

“充300元话费送300元，最高充
3000元送5000元，充值越多送得越
多。”面对这样的话费充值宣传，你会
不会动心呢？报警人市民赵先生告诉
民警，被骗当天下午，两个西装革履的

男子敲门进了他们办公室，称自己是
中国移动附近营业厅的业务员，公司
正推出一款十分优惠的话费充值活
动。

想到自己正要充话费，赵先生便
询问了一下。为博得赵先生信任，两
名男子在介绍业务时煞有其事地登陆
了赵先生的网上营业厅，核对套餐并
提出自己的意见。

两人还称中国移动与中国电信、
中国联通一起搞活动，大家都可以参
加，说着还拿出宣传单。宣传单上印
有中国电信、中国联通等通讯运营商

的名称、标识，说无论使用哪家的电话
卡都可以参加该活动。

觉得划算的赵先生最终选择了充
1000元送1500元的活动，其他几位
同事也相应地充值了一些话费。

在交完钱后，男子称还需要在手
机上下载一款软件，表示以后打电话
都需要通过这款软件进行呼叫。软件
下载后，赵先生就在里面查询到了自
己的余额。

然而第二天该软件就出了问题，
赵先生每次打电话都要反复多次拨打
才能成功拨通，并且信号很不稳定。

赵先生拨打10086未查到自己充的话
费，才意识到被骗了。

接到报案后，民警经过调查，基本
摸清了诈骗团伙作案轨迹。他们在长
沙和广州有专门的培训地点，一般在重
庆、贵州、四川等地选择城市周边比较
开放的企业、厂矿、写字楼等进行诈骗。

日前，巴南公安在重庆、成都、贵
阳、长沙和广州5地同时收网，共抓获
犯罪嫌疑人49名。经查，所谓的电话
软件仅仅是该犯罪团伙的工具，软件
上能查询到的话费，只是后台可以随
意更改的一个数字。

该诈骗团伙还建立了完善的培训
机制和心理疏导机制。团伙成员每天
都会接受一次小培训，还会定期去广
州、长沙进行封闭式培训，培训内容包
括通讯业务流程、诈骗中的“话术”、应
对报警和质疑时的应变等。

冒充通讯运营商业务员 上门推销充话费服务
全国2万余人受骗，涉案金额1100万元

本报讯 （记者 周尤）10月
17日，沙坪坝区委政法委组织30
名志愿者走进政法干警工作现场，
开展“体验干警的一天”活动。在
内容丰富的体验项目中，司法拍卖
和徒手格斗最受追捧，成为体验热
点。

在沙区特警支队，志愿者们观
摩队员的日常训练。在民警的指
导下，志愿者学习了徒手格斗技
巧。特警队员还向志愿者讲解了
手枪、狙击步枪、冲锋枪、霰弹枪等
枪支性能以及使用规则，让志愿者
大开眼界。“太酷了！”在剑齿虎防
爆装甲车前，刚大学毕业的龚鹏高
兴地说，这是他第一次近距离接触
装甲车，刚才还坐在驾驶室体验了
一把。

另一路志愿者则跟随法院干

警来到大学城东一路的一个小
区。法警此行是依法对该小区一
套涉案房屋的司法拍卖进行勘
验。从事金融工作的志愿者屈晓
波对司法拍卖很感兴趣，详细询问
了涉案房屋的勘验细节。在与干
警交谈时他得知，司法拍卖除传统
形式外，目前在电商平台的拍卖形
式更受群众热捧，市民不但可直观
看到司法拍卖有关信息，还能足不
出户参与网上竞拍活动。

在沙区司法局，志愿者还详细
了解了申请法律援助的流程。

“与政法干警一起工作感觉很
棒，除了觉得新鲜，更感受到他们
守护平安的神圣责任。”志愿者们
表示，体验活动更有助于大家换位
思考，理解干警工作的不易，珍惜
平安幸福的好日子。

沙坪坝开展政法工作体验活动
司法拍卖和徒手格斗成体验热点

本报讯 （记者 韩毅）10月
17日，云南来渝举办旅游推介会，
推出“中国最有温度”景区——巴
拉格宗，邀请重庆市民前去体验

“斯那定珠天路”。
巴拉格宗景区原本是一个与

世隔绝的山村，该村村民斯那定
珠创业成功后回到家乡，集结全
村之力，动用私人财产在壁立千
仞的峭壁上凿开一条公路，并带
领村民吃上了旅游饭。据介绍，
巴拉格宗景区占地 276 平方公

里，拥有格宗雪山、巴拉村、香格
里拉大峡谷、香巴拉佛塔、千年菩
提树、情人谷、德金卡（通天峡）、
班丹拉姆神山等众多景点，被评
为国家4A级风景区。

据悉，该景区也被人称为“中
国最有温度”景区。游客前往该景
区，除了观光游览，还可以体验高
达500多米的玻璃栈道，感受世外
桃源般的藏家生活。景区还配套
有5个藏式酒店，高中低档满足不
同人群所需。

云南邀请重庆市民
体验“最有温度”景区

长寿湖半程马拉松11月开跑
➡10月17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体育局获悉，2018重庆长寿湖半程

马拉松赛将于11月11日在长寿湖长滨路鸣枪开跑。届时，将有5000名马
拉松爱好者云集于此，感受运动的快乐。今年的长寿湖半马不仅延长了
关门时间，还首度在迷你马拉松组设置了彩色欢乐跑。参加该项目的市民
在经过不同的彩色站时，会被从头到脚抛撒彩色粉末。（记者 黄琪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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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李珩）
10月17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卫
计委获悉，目前全市已有50家儿童
白血病救治定点医院，患儿一旦确
诊，应到正规医疗机构接受治疗。

据了解，我国 15 岁以下儿
童白血病发病率约为 4-5/10
万，其已成为 15 岁以下儿童第
二位的死亡原因。

“作为儿童恶性肿瘤中最常见的
一类，儿童白血病治疗技术已经较为
成熟，80%以上的儿童白血病可以治
愈。”重医附属儿童医院专家说，白血
病中，最多的一类是急性淋巴细胞白
血病，占儿童白血病的70%，此类白
血病治愈率可达到近90%。

在此次公布的 50家儿童白

血病救治定点医院中，共有重医
附一院、重医附二院、重医附属
儿童医院、重医附属永川医院、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陆军军
医大学新桥医院和陆军军医大
学大坪医院7家市级定点医院。
在市级之下的是万州三峡中心
医院、黔江中心医院、涪陵中心
医院3家区域级医院，以及40个
区县级定点医院。

“我们要构建一个儿童白血病
诊疗服务三级网络，从各个层级发
力救治白血病儿童。”市卫计委有
关负责人说，卫计委将在服务网络
中，推进规范化诊疗方案，加强上
下联动，从而提高重庆儿童白血病
救治水平。

市卫计委公布
50家儿童白血病救治定点医院

重庆第22届菊展本周五在园博园开幕
➡10月17日，重庆日报记者从重庆园博园了解到，重庆市第22届

菊花艺术展将于10月19日在园博园开幕。本次菊展共展出菊花和各色
草花共40万盆，布展菊花景点40个，展出面积约10万平方米。其中，每
朵菊花都呈现不同色彩的七彩炫菊最受关注。

（记者 杨骏 实习生 唐璨）

巫山鱼头湾
美景如画

10 月 16 日，国家 5A 级景区巫山
小三峡鱼头湾美景如画。鱼头湾位于
长江支流大宁河流域的巫山小三峡的
滴翠峡内，因形似鲢鱼头而得名。初
秋时节，鱼头湾两岸层林尽染，漫江碧
透，景色宜人。

通讯员 王忠虎 摄

本报讯 （记者 黄乔）10月
17日，九龙坡区残联举办“文化助
残”全媒体九龙行活动，19户盲人
家庭、1户多残残疾人家庭和一位
108岁的老人参加活动。

“我来过这里，图书馆有点显
器，我们盲人用很方便！”刚进九龙
坡区图书馆，自幼双目失明的毛建
军便凭记忆朝着视障阅览区走去，
并在一台电脑前坐下。

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毛建军
带上耳机，一手握着鼠标，一手在
点显器上“浏览”起新闻来。“图书
馆的点显器能解决‘一听而过’的
问题，帮助我们盲人像正常人一样
使用电脑，这样的体验实在太棒
了！”毛建军高兴地说。

当天，他们还来到人民大礼
堂、三峡博物馆、黄桷坪钢琴博物
馆等地参观，切身感受文字文化文
物的魅力。

九龙坡区残联相关负责人表
示，九龙坡区将启动“邻里守望助
残”“法律助残”“校园芬芳助残”

“文化助残”“医疗康复助残”五大
助残活动，并形成常态化。今年年
底前，将对全区600余名残疾人代
步车驾驶员全部进行法治教育培
训，将组织志愿者对全区621名视
力残疾人（一、二级），采取送书上门
或组织盲人到图书馆、人民大礼堂、
博物馆、解放碑等地参观的方式，
让残疾人感受文字文化文物的魅
力，享受到均等的公共文化服务。

“文化助残”全媒体九龙行活动举行

五大助残活动让残疾人感受文化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