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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理工科毕业人数最多的前十大专业都有啥？

就业率 月收入 就业满意度
软件工程专业均居榜首

日前，麦可思发布了相关的数据，对文理工
科2018届本科毕业生人数最多的前10个专业，
共计 30 个专业进行数据调查解读。工科专业
中，软件工程专业就业率、月收入、就业满意度
均居榜首。不仅如此，该专业 6733元月收入也
成为这30个专业中最赚钱的专业。

人文社科类
工程管理专业就业率最高

在 2018 届本科毕业生人数最多的前 10 个
人文社科类专业中，经管类专业就业率和月收
入优势明显。

工程管理专业就业率最高，为 95.8%，其次
为市场营销，就业率为 94.9%，第三位是财务管

理专业，就业率为93.7%。
在薪资方面，金融学和市场营销专业月收

入均超过5000元，分别为5434元和5241元。毕
业生从事的主要职业包括银行柜员、会计和文
员。

在就业满意度方面，汉语言文学和法学专
业就业满意度最高，均为71%，其次为会计学和
市场营销专业，均为70%。

工科
软件工程专业最抢眼

在 2018 届本科生就业人数最多的前 10 位
工学门类专业里，最为抢眼的专业就是软件工
程，就业率为 96.8%，月收入为 6733元和就业满

意度为 74%，均居于十大工科专业的三大就业
指标榜首，毕业生从事的前三位职业包括计算
机程序员、互联网开发人员、计算机软件应用工
程技术人员。

工科专业中除软件工程专业外，以电气工
程及其自动化、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通信工程、
电子信息工程等专业为代表的电气信息类专业
在就业率和月收入方面也具有明显优势。相关
专业就业表现突出，或与制造业转型升级、人工
智能技术对人才的需求有关。

理科
物理学就业满意度最高

在 2018 届本科生就业人数最多的 10 个理

学门类专业中，“信息与计算科学”的综合表现
较好，就业率为 92.3%、月收入 5660 元和就业
满意度为69%，均排在前列。

在月收入方面，除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外，
统计学和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的毕业生月收入
较高，均超过5000元，分别为5238元和5081元。

物理学、数学与应用数学、统计学和生物科
学专业的就业满意度较高，均在70%及以上，分
别为73%、71%、71%和70%。

值得关注的是，在理学门类中，数学与应用
数学、应用化学、化学、生物科学、信息与计算科
学、生物技术、物理学、应用心理学、地理科学专
业对应的前三位职业都包括在不同层级院校的
教师职位，可见从教是理学毕业生的重要就业
去向。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朱柏玲

辽将在交通枢纽等
区域提供租赁住房

本报讯 辽沈晚报 聊沈客户端主
任记者经淼报道 近日，记者从省住建
厅获悉，今年底，全省各市要完成本
年度租赁住房供应计划，沈阳市租赁
住房年度供应规模占住房建设计划的
比例达到 8%，并在需求集中、交通便
捷等区域安排一定规模租赁住房，同
时实现住房租赁合同网上签约备案功
能，为市民提供房源信息核验服务。

据了解，今年辽宁各地要将租赁住
房建设纳入年度土地供应计划，重点在
高校及科研院所周边、科创园区、产业
集聚区、商业商务集聚区，以及交通枢
纽地区 （含轨交站点周边） 等需求集
中、交通便捷、生产生活便利的区域，
安排一定规模租赁住房。

同 时 ， 各 市 将 制 定 配 套 政 策 细
则，积极盘活存量房屋用于租赁。辽
宁鼓励企业将闲置和低效利用的厂
房、商业办公用房等按规定改建为租
赁 住 房 ， 允 许 改 建 后 的 租 赁 住 房 ，
水、电、气执行民用价格，形成政府
保障性住房包括公租房、经济适用
房、共有产权房，市场化租赁住房包
括长租公寓、蓝领公寓、人才公寓、
集体宿舍、个人租赁住房等，和普通
商品住房并存，多渠道满足中低收入
者、城市“新市民”等群体安居乐业
需求的多元化住房供给体系。

全省还将完善住房租赁信息服务
平台，实现住房租赁合同网上签约备
案功能，提供房源信息核验服务。辽
宁各地将初步建立住房租赁平台信息
共享、跨部门联合监管服务体系；对
住房租赁企业、中介机构和从业人员
实行信用管理，对严重失信主体实施
联合惩戒，并规范中介行为，建立健
全中介机构服务标准，提升服务质量。

今年，辽宁还将开展 《辽宁省房
屋租赁管理办法》 的立法论证调研工
作，并正式启动立法。

明年底辽政务服务事项将100%网上办理
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主任记者经

淼报道 日前，辽宁出台《辽宁省推进高频事项
“最多跑一次”工作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
方案》），提出11月30日前，省、市、县三级各100
个高频事项实现“最多跑一次”，其中30个高频
事项实现“不见面办理”；2020年 12月 30日前，
全省政务服务事项纳入政务服务平台应上尽
上，100%网上可办，高频事项全部具备实现“最
多跑一次”条件。

《实施方案》围绕企业、群众办理次数多、社
会反映强烈、与日常生产生活联系密切的事项，
通过调查摸底，筛选出与群众和企业关联度最
大的省级 100 个高频事项和市级、县级各 70 个
高频事项。省级办件量前100个高频事项涉及

人社、教育、市场监管、交通运输等25个省（中）
直部门。市、县级高频事项考虑到各地办理的
不同情况，剩余各30项由各地按实际情况自行
确定。

《实施方案》提出，全省各级聚焦企业生产
经营、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重点领域和办
理量大的事项梳理出第一批 100 个高频事项

“最多跑一次”目录清单。在此基础上，分批次
推出高频事项“最多跑一次”。

同时，推进高频关联事项“一链办理”，把分
散在不同部门的事项按链条进行优化整合，打
通层级间、部门间办事环节，实现高频联办事项
办理环节减少 30%以上，并在政务服务网上公
布减环节事项清单。

依托全省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积极
推行高频事项向网上办事大厅集中，编制网上
办事清单，实现咨询、申报到预审、办理、反馈全
程在线。推动高频事项移动端办理，以公安、教
育、民政、社保、医保、公用事业等领域为重点，
梳理公布移动办事事项清单，制定适宜移动端
办理的业务流程，实现更多办事高频事项“掌上
查、指尖办”。

建立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审批、统一窗
口出件的工作模式，实现高频事项一窗进出、一
次告知、一表申请、一次办成。依法推进高频事
项跨市域、跨县域通办。探索偏远乡镇、村全程
代办制，让群众“足不出村”就能办理个人事项。

车胎轧井盖意外爆胎 该由谁买单？
6月 2日晚 9时许，赵先生驾驶车辆途经沈

阳市小北关街时，左前车胎意外爆胎。他下车
一看，刚刚轧过“中国移动”图标的井盖，这个井
盖低于地面5厘米左右。

沈阳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办公室副主任
王雷表示：“通过我们工作人员现场查看，那井
盖和下面线标识都是中国移动。应该由中国移
动负责赔偿。”

昨日，中国移动 10086 客服表示：“经过我
们工作人员核实，那井不是我们的。”

车胎轧井盖意外爆胎

5日，赵先生向本报投诉称，2日晚，他驾驶
奔驰车沿着小北关街由南向北行驶时，听到一
声响后，方向盘开始有些跑偏。他下车一看，一
个车胎爆胎，事后发现方向盘也出现跑偏情
况。随后，赵先生报警，警方开具了事故认定
书。从赵先生提供的照片看，左前轮车胎裂了
一个口子。

5日上午，赵先生再次来到现场指出了导致
车爆胎的那个井盖。井盖距离地面约有5厘米
的距离，井盖整体凹到路面下，一些车路过时也
会发出声响。此井盖的编码是“EN124E600”，
上面有中国移动的标识。记者沿着此路查看了
一下，这条路上同样的井盖有两个。

赵先生介绍，他这车去年刚买的。他通过
12319城建热线了解到，这个井盖产权单位是中
国移动。他联系过10086，对方的回复是：“井盖
不是我们的，不知道谁把移动井盖扔坑里了。”
对于这个回复，赵先生不认同：“当调查结果出
来时，移动也没及时给我回复。我打 10086 询
问，得到的是这个结果。移动井盖怎么会被轻
易覆盖到其他井上，而且井盖大小与井圈尺寸
符合，这也说不通。”

井盖标识和线缆
写的都是“中国移动”

沈阳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田野
介绍，在事发前，他在巡路的时候就发现了此情
况。他们通过 12319 平台通知中国移动，但中

国移动没给回话。他正在通过其他途径联系中
国移动时，赵先生的车就出事了。

5日上午，田野和同事又一起将出事的井盖
打开查找产权单位。田野说，井下黑色的线缆
上也同样写着“中国移动”字样，而标号与井盖
相同。一千米内有多个写着“中国移动”字样的
井盖及线缆，编号也能与出事井盖对应上。“几
乎能证实，这就是中国移动的，如果中国移动认
为不是自己的，那就要拿出证据证明是其他单
位线路。目前，我们已经通知中国移动大东分
公司线路检测员。”

沈阳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办公室副主任
王雷表示：“我们对产权单位只能是监管，产权
单位对井盖都会上保险，此事，我们也会积极协
调双方解决。”

中国移动：“那不是我们的井，
是谁家的，不知道”

5 日上午，记者致电中国移动官方客服
10086，对方表示：“车主已经将情况反映给我
们，通过事件追踪，目前状态是正在核实中。”而
赵先生提供的一段他与 10086 的录音显示，当
时10086客服否认了这个井盖归属于他们。

针对此井盖是否属于中国移动？10086 客
服表示：“我们的相关工作人员 48 小时内会给
您回复。”

在 48 小时内没有得到中国移动回复的情
况下，昨日上午，记者再次致电中国移动客服，
客服表示：“我们工作人员到现场查看，那不是
我们的井，不清楚是谁家的井。”

赵先生很郁闷：“我从 12319和沈阳市执法
局得到的说法都是中国移动的井盖，难道我的
车就没人管了吗？我会一直找下去。”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靳丹

6月2日晚，赵先生的车轧此井盖爆胎，井
盖上画着“中国移动”标识。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靳丹 摄

高考期间交警查处
5万余件交通违法行为

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吕洋报道 昨日，沈阳市公安局公布
2019年端午节小长假、高考期间安保情
况，其中沈阳公安交警在此期间查处各
类交通违法行为51153件。

沈阳警方共侦破各类刑事案件 79
起，查处治安案件 275 起，刑事拘留 71
人，抓获逃犯12人。

据介绍，在小长假及高考期间，沈阳
公安机关共投入安保警力 31403 人次、
车辆6056台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