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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万家企业，为何只有
546人申报高级职称？

我市今年申报推荐高级职称 2840人

! ! ! !

今年我市各类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高级职称）申报和推荐工作日前结束，

申报推荐人数达
!"#$

人，比去年增长

%$&

，创历史新高。而从申报推荐的分布

来看，教育、卫生系统等事业单位占了大

头，企业申报仅占总人数的
'()*+

。

据工商部门统计，截至目前全市企

业数已达
"

万家，如此众多的企业，专业

技术人员数量更难以估量，为何一年仅

有
,#-

人申报高级职称呢？

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职称不与待遇挂钩

李先生在我市新北区一家外贸企业

工作，具有中级经济师职称，但在他看

来，这职称远没有他的另一个头衔———

人力资源部经理来得管用，“现在的待遇

只和业绩、岗位挂钩，职称不管用”。

像李先生这样的情况，在企业很普

遍。“事业单位员工的职称往往与工资待

遇等挂钩，但在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经

营者看重的是专业技术人员与岗位的匹

配性，也就是说，只要你适合这个岗位就

行，有没有职称无所谓。”市人社局专业技

术人员管理处处长王杏梅表示，大多数企

业的福利待遇不与职称挂钩，这极大地影

响了专技人员申报职称的热情。

没时间去写论文!学外语

论文、职称计算机和职称外语等现

行职称评价体系中的一些“硬杠杠”，也

拦住了很多企业专技人员。

据了解，企业专技人员把大部分精

力都放在钻研技术、产品的设计和创新

上，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写论文、学外语

和电脑，但这些又都是职称评审的必备

内容。

王杏梅分析说，参加高级职称评审

论文要求很高，要求在省级以上刊物发

表
*

篇以上，或提供为解决复杂的技术

问题而撰写的有较高水平的研究报告、

有重大项目的立项报告
.

篇以上。

企业界有人士反映，企业的一些专

业技术人员，论业务水平，完全够得上副

高甚至是正高，但他们没有参加职称申

报和评定。

职业资格考试分流

除此以外，据市人事考试中心相关

负责人介绍，近些年，国家对专业技术人

员的各种职业资格考试的类别也在不断

增加，这对报考职称的人群形成了分流，

“职业资格与职称不是同一种类别，但是

也能体现技术人员的专业水平，例如咨

询工程师、注册会计师、法律顾问等，都

是从事特定职业的门槛。”

政策导向频吹暖风

“尽管总量不大，但企业专技人员申

报高级职称的热情正在逐年升高。”人社

部门提供的数据显示，企业申报高级职

称的人数
*$$(

年为
.#-

人，
*$'$

年为

###

人，
*$''

年为
,#-

人，每年都在以超

过
*$+

的速度增长。其中，尤以建筑类

企业居多。在今年报考高级职称的
,#-

名企业技术人员中，有超过
#

成来自建

筑类企业。

国家的政策导向起到了关键性作

用。“近年来国家出台相关法规，把建筑

类企业的资质作为市场准入的门槛，没

有相应的资质，就不能承接工程，而职称

就是取得资质的重要条件。”王杏梅说，

以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企业为例，

资质等级越高，可承接的工程也就越大，

而如果要取得一级资质，重要的标准之

一就是企业不仅高级管理人员要有高级

职称，工程技术人员中具有高级职称的

人员也不能少于
'$

人。同时，国家对高新

技术企业重新认定、企业申报工程技术

中心、国家级科技项目等，也都把高级职

称技术人员数量作为重要的考核指标。

“政府还对企业退休有高级职称的

科技人员，在调整养老金上进行适当倾

斜。”市人社局养老保险处处长陈晓明表

示，我市日前出台政策：对
*$''

年
'

月

'

日至
-

月
.$

日期间退休的正高每人

每月增发
*.$

元、副高（含高级技师）每

人每月增发
'/$

元，
*$'$

年
'*

月
.'

日

前退休的正高每人每月增发
'-$

元、副

高（含高级技师）每人每月增发
''$

元。

“这种调整不是第一次，历年来增发的数

额累积起来，退休以后就很可观，对企业

人员肯定有触动。”

企业应成为主力军

“与庞大的企业基数相比，申报高级

职称的人数还是太少了。”王杏梅表示，

企业专技人员理应成为高级职称申报的

主力军，但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各

个层面的努力。

从企业经营者角度而言，要把福利

待遇考核向职称倾斜，把职称申报作为

人才培养、提升企业竞争力的一个渠道，

“不仅仅是要引进人才，还要激励、培养

人才”。

从政府层面来说，要对企业申报高

级职称设立专项激励资金，鼓励企业加

大对本地人才的培养。同时，对重点企业

特别是高新技术企业的，要继续加大对

高级职称专业技术人员数量的考核，促

使企业自觉申报。“当然，国家还要进一

步完善职称评价体系，对于企业专技人

员，放宽标准，着重于工作经历、技术水

平方面的考核。” 本报记者 韩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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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能公司与常州今日信和数码影

像有限公司
!"

日联合举办!佳能摄影大篷

车"活动#吸引了本市和周边城市
#$$

余名

摄影!发烧友"聚集一堂$试用佳能最新器

材%免费相机清洁服务%模特造型拍摄和

人像摄影讲座#不少爱好者现场申请加入

常州今日信和佳能俱乐部#大家在欢乐的

氛围中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双休日$图为一

对机关干部情侣闻讯前来试新机。

薛刘王 刘克林 摄影 报道

82岁老人王秋生
推出第三部作品

! ! ! !

本报讯 溧阳
"*

岁老人王秋生，不

仅是“中国收藏专家”和“优秀收藏家”，

而且是位“红色作家”。王老虽然年事已

高，但依旧青春焕发，
,

年来连续编著
.

部红色作品。在
*$$/

年编著《丰碑》、

*$$(

年编著《赤情》后，日前他又为新四

军江南指挥部纪念馆编著出版了《霞晴》

大型画册。他说，这是“姊妹三篇”。

王秋生是溧阳工商行政管理局退休

干部，退休后，他一边收藏毛泽东像章，

一边从事红色藏品研究及宣传。此次出

版的新作品《霞晴》以图片为主，配以文

字说明，颠覆了以往文稿为主体的结构，

全书更具观赏性。该书内容丰富多彩，共

分七个部分，其中有他在全国义展和“盼

统”的活动实录，有全国各地名人的题词

签名，有自己设计的“红色纪念券”，还有

多位领导和名人的题词及合影等，在主

要的“像章鉴赏”板块，为新四军江南指

挥部纪念馆的毛泽东像章陈列馆提供了

重要的解说资料。

作为只读到小学三年级的
"

旬老

人，王秋生
,

年编著
.

本书实属罕见，也

着实不易。特别是编校《霞晴》一书初样

时，他更显示出一种不服老的精神。几位

相熟的退休教师都说，王秋生的作品设

计是越来越精致、内容越来越精彩、语言

越来越精练。溧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沈福新几次赞叹说，王秋生老人是一本

社会教科书，打开这本教科书，我们可以

从中找到关于人生的信念、人生的坐标、

人生的追求、人生的价值、人生的奉献、

人生的境界、人生的思考等诸多答案。

&俊锜 洪明 小波'

啤酒瓶意外爆裂伤眼
脚气药水误作眼药水
两个伤眼病例提醒市民当心类似情况

! ! ! !

本报讯 啤酒瓶突然爆裂，碎片溅

进眼睛；本来想点眼药水，却不慎错用

了癣药水。市第三人民医院眼科最近

几天收治的两个病例，情况都有点特

别，不能不让人警醒。

"

日晚上
"

点多，一位
#$

岁出

头的女士捂着右眼，在多名亲友的护

送下被急急忙忙送到了市三院急诊

室。“经检查，患者右眼视网膜上有裂

口，属于眼球破裂伤，右眼下方的皮肤

也有撕裂伤，都是被玻璃碎片割的，情

况应该说比较严重。”当天接诊的眼科

医师孙倬回忆说。

好端端怎么会被玻璃碎片割伤？

孙倬告诉记者，患者当时正在一场丧

事上帮忙，地上有好些个啤酒瓶，不料

一个塑料凳子突然倒下来，砸在啤酒

瓶上，致使酒瓶爆裂。患者当时距离酒

瓶大概两米，防不胜防，当场就被飞溅

起来的玻璃碎片划伤了眼睛。“目前我

们已经对患者进行了治疗，但可以肯

定的是，患者的视力会因此受到影

响。”孙倬说。

医生提醒市民，盛夏季节喝啤酒，

要选择正规厂商所生产的，且要注意

酒瓶的正常摆放，尽量避免撞击。

(

日晚上
/

点半左右，
-,

岁的周

阿姨像往常一样，准备让老伴帮忙用

脚气药水先涂涂后背上的癣，自己再

给害病的眼睛滴点眼药水。“结果他先

去吃饭了，我就想点完了去吃，两个瓶

子形状、大小差不多，我也没注意手上

拿的其实是涂癣的。没想到这个一块

钱的药水真是厉害，一滴下去眼睛就

火辣辣地疼！”躺在病床上的周阿姨现在

回想起来，还觉得心有余悸，她的右眼因

为化学灼伤，还不能睁开。

“好在当时患者立刻用清水进行了

清洗，这是很必要的；如果能够当晚就赶

到医院，治疗的效果应该更好。”
'$

日早

上为周阿姨诊治的眼科副主任医师许曼

告诉记者。 &杨晓卫 王赟 周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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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高以上职称申报谁积极？
教育!卫生!建设三系统占

!!"!#

全市企业等总共只占
$$"%#

! ! ! !

本报讯 记者日前从市人社局获

悉，今年我市各类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申报和推荐工作基本结束，申报推荐

人数达
*"#$

人，比去年增长
.$+

，创

历史新高。

从申报推荐的分布来看，主要集

中在教育、卫生、建设等系统，其中中

学教师占
,.+

，技工院校、中高职院校

教师占
/)(+

，卫生占
'()(+

，建设占
"+

，

全市企业等单位总共只占
'')*+

。从申

报推荐的年龄结构来看，申报副高职

称的基本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

的，正高级年龄集中在上世纪六十年

代，其中申报中学高级教师专业技术

资格的人员趋于年轻化，上世纪七十

年代出生的占
",+

以上。

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从单位的角度看，职称是专

业技术人员专业水平的体现，是单位

人才队伍素质提升的标志，员工队伍

中具备中高级职称的数量直接关系到

单位的发展和竞争力的提升，所以近

几年来，单位对职称工作的重视程度

逐年提升。

二是从专业技术人员的角度看，

一方面职称跟个人利益紧密相连，另

一方面，职称是个人专业水平的体现，

是专业领域话语权的通行证，也是个

人身份的象征。

另外，近几年，一些企业主也热衷

于职称的申报，今年申报高级经济师

认定的人数达
/$

人。（常人社 韩晖）

行业 占比 申报职称
中学教师

,.+

中级高级教师
技校%职校教师

/)(+

高级讲师
卫生系统

'()(+

副主任医师
建设系统

"+

高级工程师%研究级高级工程师

其他专业系列
'')*+

高级工程师%高级经济师%高级政工师%高级工艺美术

师%副研究员%研究员%副研究馆员%副教授%教授等

今年我市高级职称申报推荐情况

“夜恐龙”催热“二日游”
&

月以来恐龙园狂欢节已接待过夜游客
'

万多人次

! ! ! !

本报讯 随着一大批旅游景点的

建设，“常州二日游”开始逐步被旅游

市场所喜爱。今夏，常州二日游线路在

外地市场销售最好的是“游中华恐龙

园、泡恐龙谷温泉、看恐龙城大剧场

《美丽新世界》演出”。
/

月以来，环球恐

龙城已为常州带来了
.

万多过夜游客。

“游中华恐龙园、泡恐龙谷温泉、

看恐龙城大剧场《美丽新世界》演出”

这条线路既有主题公园的时尚刺激，

又有温泉泡汤静谧自然，还有文化演

出的艺术熏陶，市场涵盖面极广。在他

们地接的二日游团队中，绝大多数选

择这条线路，也有部分团队选择其中

之一与常州市区其他景点组合。

“恐龙园二日游在今年上半年就

开始在浙江做起来了，但是远远没有

暑期这么火爆，最大的原因就是暑期

恐龙园的夜狂欢活动，像催化剂一样，

一下把这个市场带火起来了。”来自浙

江某旅行社的总经理徐先生表示，
/

月

份，他已经数不清往恐龙园发了多少

个二日游的班次，累计人数已超千人。

据了解，“夜狂欢”是恐龙园每年

暑期的拳头产品，夜游延长了游客在

园区的游玩时间，再加上晚间远比白

天更精彩的演出、游乐配套，所以深受

各地游客的欢迎。

在二日游市场中收益最大的是当

地的餐饮、住宿以及购物等旅游配套。

仅今年
/

月，环球恐龙城旅行社总共

在恐龙园周边以及常州市区用房近

'$$$$

间，远远超过节假日期间的用

房量。 &陈青成 朱雅萍'

仁 者 寿
"""袁钟谈健康

! ! ! ! '.

日上午，中国协和医科大学

出版社社长、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

助理、中国医学科学院科普研究中

心主任袁钟，做客龙城讲坛·健康大

讲堂，带来了他的健康观———知者

乐，仁者寿。

袁钟认为，“仁”，除了代表孝悌、

仁爱、恻隐，还是一种以道德修养为基

础的良好心理和与社会适应的能力。

健康同时是生物、心理、社会、环境四

种要素相作用的结果，加强道德修养

有利于健康长寿，即仁寿合一。

他说，德行好对自己来说是良药，

德行不好对自己则是一种病害。他在

微博上转发过这样一个故事：富人来

寺院捐很多钱，见一乞丐把手里仅有

的一块铜板捐了出来，很不屑一顾，心

想这一块钱功德几何？便问寺院主持，

答：你的很多钱只是你财富的一部分，

他的一块钱却是他的全部，功德大小

怎以钱的多少来衡量？钱多或少最重

要的是一颗善心。富人豁然醒悟，对那

乞丐恭敬赞叹。

袁钟表示，地位高低，财富多少，

不决定幸福的多少，幸福对每个人是

等量的，只是体会能力不同，而体会能

力强弱又多在于德行多少。

他还提出：喜怒偏执是一病，忿怒

能制是一药；多憎少爱是一病，虽憎尤

爱是一药；心不平等是一病，宽舒大度

是一药。自身心理的调适很重要。他在

北京遇到过一个出租车司机，特别不

喜欢东北人，原因是
#

年前在北京火

车站有个东北妇女把他骂了。“当时，

我就对司机说，我一看你就是个病人，

你那么瘦。司机回答说：是啊，我消化

道不好。我摇摇头跟他讲：
#

年前一个

人的一句话，你一直记了
#

年，你累不

累？怎么能不得病呢？”

最后，他将一副对联送给在场听

众：“一场闲富贵，狠狠争来，虽得还是

失；百年好光阴，匆匆过去，纵寿亦为

夭”，希望人们能够看透生命的意义。

王赟 周茜

袁钟教授在传播品德养生的理念# 张海韵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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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城市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