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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03

因为不喜欢所学专业，21岁的云南男生李一峰曾在中科大
读到大三退学，2018年再战高考，以云南省理科第八名的成
绩放弃清华北大，考取四川大学口腔医学（五年制）专业。

6日，成都商报在报道了李一峰的经历后，引起读者热
烈讨论，有人对他的勇气点赞，也有不少人叹息：走了三年
弯路，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对自己不够了解。

成都商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其实有着和李一峰一样困扰的大学生为数不少。第三方
教育咨询机构麦可思提供的相关数据也显示，2015级、2016级的新生抽样调查中，12%本科
生入学后不满意所学专业，且根本原因就在于对所学专业缺乏足够认知。

那么，盲选的问题，该如何破解呢？

2018年8月7日
星期二

生涯规划教育
延伸到成都中小学

除了高校采取的种种措施，成都部分中小学也已经在探
索将生涯规划纳入日常课程。

小学阶段的孩子正处于成长阶段中的兴趣期，结合体验
的方式引导学生认知丰富的多彩职业世界，初步感受职业的
价值和意义，对帮助学生建立积极的生涯观有着重要作用。成
都市李家沱实验小学就曾开设名为《职业大观园》的课程。据
介绍，该课程的设置，主要是让孩子们明白，世界是由丰富多
彩的职业构成，同时，以职业雕塑的形式，阐释职业特点激发
学生体验职业的兴趣，为未来从事理想职业打下基础。

中学阶段的生涯规划教育就更加形式多样，例如“名企进学
校”“研学游学”“职业体验”等活动，使学生充分接触社会，拓宽视
野，锻炼能力。石室中学就曾在一堂生涯规划展示课上，先用职
业快闪图调动起同学们的兴趣；再通过层层引导，带着同学们深
入探究自己感兴趣职业的工作环境、工作内容、工作时间、薪酬
状况、入职所需专业等，让学生知道兴趣也是分层次的。校方介
绍，“引导学生挖掘自身潜力和兴趣，就是为了让学生了解社会，
了解自己，从而有效做好生涯规划，避免升学时的盲选。”

成都商报记者 应鑫 沈兴超 李春雨 赵雨欣 图据受访者

微信支付发布最新《成都智
慧生活画像》

成都人微信支付
60后主要在超市
80后主要在咖啡

在全新升级的“8.8智慧生活日”
来临前夕，微信支付陆续公布了新一
线城市榜单，成都、杭州、南京等城市
悉数入围。据了解，这份榜单是微信支
付根据商业设施完善度、城市智慧化
程度、未来可塑性等指标综合评比而
来，入围此次新一线城市榜单的城市，
在经济、科技、人文、环境等综合因素
下，更具持续发展能力。

与此同时，微信支付8月6日发布
《成都智慧生活画像》，数据显示，智慧
医疗已经深入成都人的生活，成都不
仅是新一线城市中旅游热度最高的城
市，使用微信医保卡交易的市民数位
居全国第二，新一线城市第一位。

成都微信医保卡市民数
居新一线城市首位

根据《成都智慧生活画像》，在享
受智慧医疗方面，成都拥有的使用微
信医保卡交易市民数排在新一线城市
第一位，仅次于深圳居全国第二。而根
据微信支付交易笔数统计，成都人更
偏爱于使用微信的基础医疗功能，其
中女性的次数超出男性3倍。

近年来成都的智慧医疗进程在不
断加快，早在 2015 年，华西第二医院
就启动了智慧医院建设，利用微信平
台打造了全流程线上就医模式。而在
2017 年时成为四川省内首家实现医
保移动支付的公立医院，随后此种模
式也在川内不断拓展，同时各医院的
微信服务号也在逐步打通挂号、诊疗、
住院、缴费等功能，从而推进“智慧医
院”模式在全国西部地区核心省市的
进一步落地。

共享出行、超市、公共交通三大场景
成都人消费最活跃

根据《成都智慧生活画像》显示，
成都人消费最活跃的三大场景分别是
共享出行、超市、公共交通。

其中，60 后人群更“务实”，最主
要的消费场景是超市。在人均餐饮消
费上，80 后在咖啡上的花销最大，是
其他人群的2倍以上，而60后和70后
吃火锅时的人均消费最高。在出行上，
成都 70 和 80 后多自驾或打车，90 和
00后多选择公共交通，00后尤其喜欢
共享单车。

此外，成都出行高峰时段是早上
8点，出行晚高峰是下午6点，相比一
线城市的出行高峰提前了1 个小时，
白天出行热度高于夜间出行。

成都男人最顾家：
户政和生活缴费次数超女性两倍

根据微信支付交易笔数统计，成
都男性和女性表现出不同的消费特
征，男女性的消费力度不相上下。

在餐饮上，男女性的消费力度不相
上下，女性在甜品店的消费占7成，去烧
烤店的男性比女性稍多，花费也比女性
高出30%。在政务民生行业，男性更经
常使用微信的户政和生活缴费功能，男
性使用的次数超出女性2倍。

在交通行业，除了女性在搭乘共享
出行的频率上略微超过男性以外，男性
在其他交通方式出行的频率均高于女
性，高速收费站男性买单的次数是女性
的4倍。在零售行业，女性在百货购物中
心的消费次数是男性的2倍，男性在便
利店的消费次数高出女性25%。

据悉，此次发布榜单后的“8.8智
慧生活日”是由腾讯微信支付发起和
倡导的全球首个移动支付节日，号召
全行业携手助力传统行业数字化深度
转型，把新技术、新能力、新应用实实
在在地落到具体生活场景。

成都商报记者 何谷 费成鸿
实习记者 杨程

数据显示大一新生转专业意向超10%，“不感兴趣”是主因

《712分高分考生的寻路人生》追踪盲选？如何破解

沉迷游戏无法自拔
一年后被学校劝退

2016年6月，经过三年努力，张
熙（化名）如愿以偿考上了心仪的一
所重点大学。在亲友邻里的贺喜声
中，他开始了自己的大学生活，却没
想到才开了个头就结束了。

离开被作业和考试包围的高
中，张熙尽情纵乐。因为再没有老
师、家长在身边督促着他学习，欠缺
自律能力的他，被其他更有诱惑性
的东西吸引，无法自拔：整天逃课，通
宵达旦打游戏，有一门外国新闻史，
一学期才20节课，他就逃了一半以
上。“我感觉自己在往深渊下沉，觉得
不该这样，可我管不住自己，没人给
我安排学习目标，鞭策我前进。”

一学期之后，6门课挂了5门的
张熙收到学校的退学处理意见，母亲
带上惊慌的他到学校恳求。经商榷，
学校同意他降级试读一学期。然而一
学期过去，痴迷游戏的他仍旧没有修
够学分，带着遗憾离开了学校。

就读不喜欢的专业
申请退学回家复读

“高考成绩一出来，我就想复读，
自己瞒着家里去补习班报了名，刚走
出招生处，就给脸色铁青的父亲拎回
了家。”这是李益民（化名）2014年第
一次高考后的经历。在家乡市重点中
学就读的他，平时学习成绩稳定的他
上重点线没问题，但由于发挥失误，
只考了530分，“连一本线都没上，我
想复读，家里人却不让”。

连续一个暑假挣扎无果，李益
民只好屈从，“志愿是随手填的，越
学越觉得无趣”。整个大一，李益民
曾多次向父母请求，均被拒绝。“我
也就不挣扎了，基本天天逃课，打了
整整一年的游戏。”李益民表示。

第一学期，李益民挂了4门课。
第二个学期开学没两个月，因各科
老师纷纷反映李益民缺课太多，班
主任拨通了他父母的电话。

“得知我在校的情况后，父亲打
电话来和我聊了整整一小时，我再
三表示自己确实不喜欢这个专业，
无奈之下，他同意了我退学复读。”

上述案例也并非个案，麦可思对
国内部分院校2015级、2016级的新
生研究数据显示，有12%的本科生和
15%的高职高专生有转专业意愿。其
中，所学专业非首选的本科、高职高
专生想转换专业的比例分别为23%、
34%，明显高于首选所学专业人群打
算转专业的比例，分别高16、23个百
分点。同时，即便是所学为首选专业
的新生，其中也有 7%的本科生和
11%的高职高专生意图转专业。

那么，他们为何要转换专业？数
据显示，占比最高的原因是“原专业
不符合自己的兴趣”（本科：42%，高
职高专：42%），其次为“原专业不符
合自己的职业期待”（本科：34%，高
职高专：33%）。另有较小比例学生因

“原专业就业前景不好”、“原专业学
习困难”、“原专业声誉不好”等原因
想要换专业。

除了转专业，也有学生产生了

退学意愿。麦可思对 2015 级、2016
级有退学意愿的新生研究显示，近
三成本科生（29%）、近四成高职高专
生（37%）想要退学的主要原因为“所
选专业与自己预期不符”。

想要转专业的本科生中，“不感
兴趣”这一原因占比高达42%，这也
引发追问：既然不感兴趣，为什么又
要填报呢？

对此，业内人士认为，除了志愿
调剂等客观因素外，如此高比例地
出现“对所学专业不感兴趣”，更深
层次的原因正是缺乏对大学以及相
关专业的认知。

电子科技大学招生负责人也表
达了同样观点：有些学生填志愿的
时候很盲目，仅凭一个专业的字面
意思就把志愿填了，而不是去深入
地了解这个志愿是否和本人的能力
兴趣相匹配。“不感兴趣是结果，认
知不够才是深层原因”。

高考升学时的盲选
其实是中小学阶段的教育“欠了账”

多位教育业内人士表示，盲选学校和专业引发的一系列
问题，确实值得重视，“不仅浪费了学生的青春，也浪费了高校
的教学资源。”那么，这个问题该如何破解呢？成都商报记者采
访了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

储朝晖提及一个数据：“每年填报志愿时，都会有很多人咨
询我，我发现，其中有90%的孩子都不知道自己的优势潜力是
什么。”储朝晖解释，其原因就在于，中小学教育中，大家更看
重分数，导致孩子不了解自我，也不了解社会，所以，进了大学
想要转专业或退学，一定程度上讲，算是为中小学没有留出足
够时间让孩子去认识社会、认识职业、认识自己付出的代价。

储朝晖建议，“中小学教育中，应该给出时间和空间，引导
孩子了解社会，了解自己，帮助孩子为自己的未来确定一个大
方向。”

成昆铁路客车停运时间
延长至8月中旬

记者6日从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
有限公司获悉，受成昆铁路白果站泥石
流水害影响，途经该线运行的成昆铁路
旅客列车停运时间将延长至8月中旬。

成昆铁路中断以来，铁路部门付出
巨大努力，完成9000方掩埋轨道的堆
积物清挖转运工作。专家组经现场查勘
会商后，制定了长期治理方案。据介绍，
成昆铁路白果站泥石流冲刷沟长约2.5
公里，山高坡陡，治理难度大，铁路部门
将采取抢修措施对该处水害进行修复。

除成都与西昌、攀枝花站间的多
趟列车停运外，8 月 7 日至 13 日西宁
开往昆明的K988/5次、成都开往昆明
的K113次和昆明开往成都K146次，8
月8日至14日昆明开往西宁的K986/
7次，8月7日至14日昆明开往成都的
K114 次、成都开往昆明的 K145 次等
列车停运。8 月 6 日至 12 日原北京西
开往攀枝花的K117次缩短运行区段
改为北京西至成都，8 月 8 日至 14 日
原攀枝花开往北京西的K118次始发
车站调整为成都。 （新华社）

近日，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下发了《关于加强企业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收支管理有关问题的通
知》，其中进行了三项政策调整。

将于2018年至2021年，将我省
各年度职工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下限
依次调整为全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在
岗职工平均工资的45%、50%、55%和
60%。停止执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
费年限通过一次性补缴费计算为职
工养老保险缴费年限的规定。

被征地农民不再通过一次性补
缴养老保险费的方式参加企业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其长远生计将通过
参加养老保险、发放生活补贴等方
式给予保障。

政策调整后，城乡居民养老保
险还可以向职工养老保险转移吗？
缴费基数下限政策将如何执行？被
征地农民养老保险政策调整后，被
征地农民怎么参保？针对这些问题，
昨日，省人社厅养老保险处相关负

责人进行了解读。

到2021年
缴费基数调整到60%

该《通知》提出，将于2018年至
2021年，将我省各年度职工养老保
险缴费基数下限依次调整为全省
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
资的45%、50%、55%和60%，这一政
策因何调整呢？

据省人社厅养老保险处相关负
责人介绍，按国家政策规定，企业应
如实申报职工的实际工资性收入，
实 际 工 资 性 收 入 在 社 会 平 均 的
60%-300%内的，应以实际工资性收
入作为缴费基数，实际工资性收入
低于上年全省社会平均工资的60%
的，应以60%作为缴费基数。

记者了解到，从2014年1月1日
起，参加我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的单位职工和个体人员的缴费基数
下限暂按上一年度全省城镇非私营

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40%确定。
因此，我省2014年以来执行的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下
限，将按照国家要求进行调整。

该负责人表示，企业职工实际
工资性收入低于下限的应以下限作
为缴费基数。个体身份参保人员可
按各市（州）确定的缴费档次选档缴
费，但最低档不得低于下限。

停止执行
一次性补缴费规定

《通知》提出，将停止执行城乡居
民养老保险缴费年限通过一次性补
缴费计算为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缴费
年限的规定。那么，今后城乡居民养老
保险还可以向职工养老保险转移吗？

该负责人表示，按国家规定，
这次政策调整并不影响城乡居民
养老保险往职工养老保险转移，只
是原参加居民养老保险的缴费年
限不得再通过补缴费的方式计算

为职工养老保险年限，但居民养老
保险个人账户可以并入职工养老
保险个人账户。

政策调整后被征地农民
逐年缴费至符合条件时享受待遇

政策调整后，被征地农民怎么
参保？据该负责人介绍，符合安置条
件的被征地农民，可按照有关规定，
选择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或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逐年缴费至
符合条件时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其中，征地时男满46周岁女满36
周岁及以上，按年缴费至法定退休年
龄后仍不具备职工养老保险养老金
领取条件的被征地农民，原则上纳入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征地时男满60周
岁女满50周岁且从未参加过城镇职
工养老保险的被征地农民不纳入城
镇职工养老保险。

那么，政策调整后，被征地农民
养老保险待遇受影响吗？

据该负责人表示，这次被征地农
民养老保险政策调整系按国家要求，
将原来一次性补缴的方式改为逐年
缴费，对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待遇不
产生影响。也就是说，征地时，符合安
置条件的被征地农民，不管多大岁
数，只要选择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就只能从征地方案批准的次月
逐年缴费，不能往前补缴。缴满15年
且达到养老金领取的年龄条件时才
能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

但为了不影响被征地农民特别
是大龄和超龄被征地农民个人利益，
调整后的政策确定了“待遇不降低、政
策相衔接”的原则，对符合条件的两类
人员发放生活补贴，确保政策调整前
后的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待遇一致。
一是征地时已领取居民养老保险待
遇的被征地农民；二是征地时男满46
周岁女满36周岁及以上，参加居民养
老保险至男满60周岁、女满50周岁的
被征地农民。 成都商报记者 王垚

成都部分中小学探索
生涯规划纳入日常课程

大类招生、通识教育
都是为了避免盲选

电子科技大学相关负责人介绍，为避免学生盲选专业，学
校早在2011年时就开始实行大类招生。

简单说，就是学生进校后，先不细分专业，而是经过一段时
间基础学习后，再根据本人意愿、兴趣、就业去向以及社会需求
等各方面因素选择专业。该负责人表示，“这就为广大考生提供
更宽的选择面，避免盲目选择专业，也避免对所填报专业不感兴
趣的尴尬。”

此外，每年填报志愿前，电子科技大学还为考生提供电话咨询、
专业讲座等服务，目的也是为了让考生充分了解所填报的专业。

西南财经大学相关负责人也告诉成都商报记者，“西南财大和
其他综合类高校有一点不同，作为一所财经类重点高校，报考的学
生方向性相对明确。很多同学都是奔着财经专业来报考的，如果有
（选专业）问题也是在细分专业上，退学几率相对就少得多。另外，
学校所有新生入学第一年都在通识教育学院学习。在这一年中，学
生如果对报的专业不喜欢，学校也提供转专业的机会。

省人社厅解读四川职工养老保险重大调整

停止执行一次性补缴费规定
城乡居民养保仍能向职工养保转移

12%本科生入学后不满意专业
对专业认知不够是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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