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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登记求职的50.54万人中，男女求
职比重基本保持平衡，其中，男性26.16万
人，占51.77%；女性24.38万人，占
48.23%。

从年龄分布看，全省人力资源市场
求职者年龄呈增长态势。今年以来，
35岁以上求职者求职比重占求从
39.37%增至42.5%。

从学历分布看，进入人力资源市场
求职者文化程度稳步增高。本季度，大
专及以上学历求职者占49.55%环比增
长3.82个百分点。求职者中大专学历
（职高、技校、中专）求职人数最多，占求
职总数的29.22%；

从所学专业分布看，求职人数排名前
五的专业分别是：土建类、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类、机械类、电子/电气类、工商管理类。

值得注意的是，从技能等级和职称
看，进入人力资源市场的求职人员，其专
业能力和技能水平偏低。省人社厅的相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第四季度进入人力
资源市场的求职人员中，拥有职称或技
能等级的求职者仅占求职总人数的
25.58%，虽同比增长5.23个百分点，但
所占比重仍然较少，且拥有的职称或技
能等级相对偏低，其中初级占19.08%，
中、高级仅占6.5%；无技术等级或职称
的占到了求职总人数的74.42%。

普高英语课程是高中阶段全面贯
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发展英语学科核心素养（语言能
力、文化意识、思维品质和学习能力），
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基础
文化课程。

成都市教科院高中英语教研员、
成都市中学外语专委会秘书长罗炯彬
分析，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中英语课
程标准（2017版）除“课程性质与基本
理念”、“学科核心素养与课程目标”等
章节外，内容除保留“语言知识，文化
知识，语言技能、学习策略”外，新增

“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主
题语境知识，涉及人文社科与自然科

学领域，对知识宽广度要求较高。《标
准》还专门对“语篇知识”（及语用知
识）提出要求。例如：由于新媒体信息
技术广泛使用，《课标》要求师生学习
掌握多模态形式语篇—图表、网络信
息、音视频等。也因此，改版前“听说
读写”四项语言技能，变为“听说读看
写”五项。

近年高考“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已
成为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标识之
一。本次《课标》强调树立中华文化自
觉、坚定文化自信，但对保护人类共同
文化遗产、树立人类共同体意识，包括
了解英美国家政治经济、历史地理、艺
术旅游知识等，仍提了要求。

16日起
盆地区域性污染解除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杜江茜）记者
从四川省环境监测总站获悉，受静稳、逆
温等不利污染气象条件影响，1月11日
起，盆地开始出现新一轮区域性污染过
程，并于15日形成区域性重污染。值得
高兴的是，16日起，区域性污染解除。

监测数据显示，15日，全省21个市
州政府所在地城市PM2.5的日平均浓
度较前日升高13.9%，其中，成都、自贡、
泸州、德阳、绵阳、乐山、眉山、宜宾、广
安、雅安10市为重度污染，遂宁、内江、
南充、达州、资阳5市为中度污染，广元、
巴中2市为轻度污染，攀枝花、西昌2市
为良，其余城市为优。截至16日17时，
达州为中度污染，绵阳为轻度污染，其
余城市为良或优。区域性污染解除。

预计1月17日，盆地西部局部城市
为轻度至中度污染，大部城市为良至轻
度污染；盆地南部局部城市为中度至重
度污染，局部城市为轻度至中度污染，
部分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盆地东北部
局部城市为中度至重度污染，大部城市
为良至轻度污染；盆地其余城市为良。

1月18日，盆地西部部分城市为轻
度至中度污染，部分城市为良至轻度污
染；盆地南部局部城市为中度至重度污
染，局部城市为轻度至中度污染，部分
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盆地东北部局部
城市为中度至重度污染，大部城市为良
至轻度污染；盆地其余城市为良。

1月19日，盆地西部局部城市为中
度至重度污染，大部城市为轻度至中度
污染；盆地南部局部城市为中度至重度
污染，大部城市为轻度至中度污染；盆
地东北部局部城市为中度至重度污染，
局部城市为轻度至中度污染；盆地其余
城 市 为 轻 度 污 染 ；首 要 污 染 物 为
PM2.5。

专家提醒，请广大市民朋友密切关
注空气质量的变化，在空气质量污染时
尽可能减少户外活动时间，做好健康防
护；同时请大家节约能源，尽量低碳出
行，对企业、工地、露天烧烤和焚烧等污
染空气的违法行为进行监督。

2017年4季度全省提供就业岗位59.54万个

从整体数据上看，第四季度省本
级及21个市（州）公共人力资源市场
提供岗位59.54万个，登记求职50.54
万人，求人倍率为1.18，意味着职位
是供过于求。

具体到用人单位的岗位需求上，
从产业需求上看，此次第一、二、三产
业岗位需求比重分别为 3.25%、
37.27%和59.48%。

“虽然本季度第三产业需求比重
有所下降，但仍保持在60%左右。”省
人社厅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第
一、二产业岗位需求持续下降，第三
产业岗位需求呈增长态势。目前，全
省的就业岗位正逐步由传统的一、二
产业向以科教、社会管理、服务业主

导的第三产业转移。随着经济社会
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第三产业
将会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

此外，从专业需求看，第四季
度，市场营销专业市场需求旺盛，
连续 7 个季度排名专业需求前三
位。而从技能等级和职称看，第四
季度，仅16.84%的岗位对职称或技
能等级提出了明确要求，环比下降
1.52个百分点，其中，对技能等级有
要求的占 8.88%；对职称有要求的
占7.96%。

“人力资源市场中岗位需求增幅
较大，部分用人单位为及时补充人
员，降低了对求职者职称或技能等级
的要求。”该负责人表示。

1月16日，记者从省人社厅获悉，2017年
第4季度的全省人力资源市场供求情况分析报
告已“出炉”，根据全省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
和开展了招聘业务的省本级、成都、宜宾、泸
州、乐山、绵阳、自贡、德阳、雅安、资阳、内江、
攀枝花等12家公共人才服务机构提供的数据
显示，全省人力资源市场的岗位需求增幅较
大，人力资源市场供不应求。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杜江茜

59.54万个就业岗位中
第三产业占比接近60%

哪里
最缺人？

用求人倍率指标衡量求职者与用
人单位岗位需求匹配程度后，在2017
年第四季度，有职称或技能等级的人才
求人倍率均在1.5以上，特别是职业资
格一级（技能等级：高级技师）求人倍率
达到了4.97，而没有职称或技能等级的
求职者求人倍率仅为0.98。

“这体现出人力资源市场结构性矛
盾仍然突出。”相关负责人表示，一方
面，有职称或技能等级的人才短缺，用
人单位难以找到合适的人才；另一方
面，大量没有职称或技能等级的人员难
以找到合适的岗位。

此外，从专业分类看，大部分专业
求人倍率严重偏离1，专业供求不匹配
问题比较突出。其中，市场营销专业求
人倍率达到了1.73，表明需求严重大于
供给，用人单位必须招用近半数的非本
专业人才；电子/电气类、生物/化工/制
药类、医学类、教育学类、人力资源管理
等专业求人倍率比较接近1，表明供求
基本平衡；广告/设计/艺术类、行政管
理等专业求人倍率低于0.5，表明供给
严重大于需求，近半数求职者找不到专
业对口的岗位。求职者和岗位需求专
业不匹配问题较为突出。

35岁以上求职者占42.5%
求职者文化程度正稳步增高

谁在
找工作？

人力资源市场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
没有职称或技能等级的人员难觅合适岗位

求职者和岗位
匹配度如何？

教育部新颁高中课标预计2018年下半年在川实行

高中语文广收经典
古诗文背诵推荐增至72篇

对未来高中教材编写、教学实施、考试评价体系将产生直接影响的纲领性文件——《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1
月16日由教育部公布。

教育部教材局负责人同时就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修订进行了答记者问，此次修订涉及到高中14个学科课程标准，而加强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教育成为重点之一。以语文课标为例，要求阅读的各类古诗文，不仅覆盖先秦到清末各个时期，同时将原标准“诵读篇目的建议”改为“古诗
文背诵推荐篇目”，数量从14篇（首）增加到72篇（首）。

教育部相关发言人表示，此次课程标准的修订，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需要，也是解决高中课改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的需要，同时也是推进与高考综
合改革相衔接的需要。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随后采访了四川省教育科学院、成都市教育科学院相关专家，对修订后的新课程标准进行了详细解读。

据了解，新修订的高中课程标准有望2018年下半年在川实行。

课程分3类，社会实践1周
在课程设置方面，按照学制与课

时要求，普通高中学制为三年。每学
年52周，其中教学时间40周，社会实
践1周，假期11周。每课时为45分
钟，18课时为1个学分。

普通高中课程由必修、选择性必
修、选修三类课程构成。

毕业最低学分要求144分
按照普通高中课程方案设计，

学生毕业学分最低要求为144分，
其中，必修课程88学分，选择性必
修课程42学分，选修课程14学分
（含校本课程8学分）。必修学分
中，综合实践占14学分。其中，志
愿服务2学分，在课外时间进行，三
年不少于40小时。

此次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的修
订几易其稿，涉及普通高中课程方
案和语文等 14 门学科课程标准。
有 260多位专家参与修订，而此前
有北京、山东等地先行试点。记者
从知情人士处了解到，新修订的高
中课程标准有望 2018 年下半年在
川实行。

四川省教育科学院语文教研员
段增勇表示，对照此次修订的重点
——语文课程标准将于下半年实
施。对标的国家教材也在编写中，
将替代 2004年开始使用的旧版高
中语文教材。“四川一直在高度关
注课程标准和方案的修订，正式定
稿出台后，将自上而下启动对标准
的学习和理解。上半年将全面展
开对教师的培训。”记者从成都市
了解到，配合新课标，外研社新版
英语教材最迟将于8月底与成都新
生见面。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张峥

35岁以上求职者占42.5%
市场营销用人需求旺

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这
次课标修订的重点之一。其中，语文
课标最突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
的内容贯穿必修、选择性必修和选修
各个部分。

在“课内外读物建议”部分，除保
留原有《论语》《孟子》《庄子》外，增加
了《老子》《史记》等文化经典著作，要
求学生广泛阅读各类古诗文，覆盖先
秦到清末各个时期。规定“课内阅读
篇目中，中国古代优秀作品应占1/2”。

此外，原标准“诵读篇目的建议”
改为了“古诗文背诵推荐篇目”，推
荐篇目数量也从 14 篇（首）增加到
72篇（首），分为文言文32篇，诗词
曲40首。

同时，美术、音乐、体育与健康、数
学等课标都增加了有关传统文化教育
内容。如美术课标增设“中国书画”，
内容涉及中国传统绘画、书法、篆刻等
经典作品欣赏及传统画论，促进学生
坚守中国文化立场，增强文化自信。

加强革命传统教育是本次课标修
订的又一个重点。语文、历史、思想政
治、音乐等课标都结合学科自身特点，
对革命传统教育内容要求做了强化。

语文课标设立专门的“革命传统
作品”专题，集中学习研讨。要求学生
在课内外广泛阅读革命先辈的名篇诗
作，阐发革命精神的优秀论文与杂文，
以及关于革命传统的新闻、通讯、演

讲、述评等，课内外读物推荐篇目涉及
毛泽东诗词，以及鲁迅、郭沫若、茅盾、
巴金、艾青、臧克家、贺敬之、郭小川、
周立波等一批作家反映革命传统的作
品，让学生充分体会崇高的革命情怀。

再如，历史课标还增设“老兵的故
事”主题活动，让学生感悟在历史大背
景下普通人物的所思所为，体会革命
军人崇高的精神境界。

新课标 解读

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语文/ 增加古诗文背诵篇目

加强革命传统教育
历史/ 增设“老兵故事”主题

发展英语学科核心素养
英语/ 技能变为“听说读看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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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程 要点

新课程标准
四川预计
下半年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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