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叶光明日报曳报道袁近日袁北
京大学教育学院发布了最新的
2015年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报告袁样
本涉及我国东尧中尧西部地区 17个
省份的 28所高校遥 统计结果显示袁
2015年高校毕业生月起薪的算术
平均值为 4187元遥

从算术平均值看袁 专科生为
2640元曰本科生为 4010元曰硕士生
为 6363元曰 博士生为 6753元袁学
历越高起薪越高遥

从院校等级来看袁野211冶
渊包括 野985冶冤 重点高校为
5571 元袁 一般本科院校为
3944 元袁 高职院校为 2597
元袁 民办高校和独立学院为
2993元遥

从地域来看袁 京津沪为
5449 元袁 东部地区为 3401

元袁中部地区为 2866元袁西部地区
为 2680元遥 最高与最低收入之比
为 2.03倍遥
从工作单位性质来看院科研单

位 5407元曰 三资企业 5329元曰国
有企业 4801 元 曰 高等学校 4404
元曰医疗卫生单位 4056元曰党政机
关 3967曰其他企业 3889元曰其他事
业单位 3740元曰私营企业渊民营尧
个体冤3647元曰中小学 3422元遥 最
高与最低收入之比为 1.58倍遥

从行业来看袁信息传输尧计算
机服务尧软件业为 5386元曰金融业
为 5098元曰科学研究尧技术服务尧
地质勘查为 4834元曰 水利环境公
共设施管理为 4648元曰 房地产为
4395元曰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为 4165
元曰采矿业为 4077元曰文化体育娱
乐为 3999元曰农林牧渔为 3938元曰
电力尧煤气和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为
3926元曰制造业为 3859元曰公共管
理与社会组织为 3822元曰 教育为

3816元曰卫生尧社会保障与
福利为 3661元曰建筑业为
3607元曰交通运输尧仓储和
邮政为 3496元曰居民服务
为 3334 元曰 批发零售为
3255元曰 住宿餐饮为 2854
元遥最高与最低收入之
比为 1.89倍遥

2015年高校毕业生月起薪算术平均值 4187元

海南毕业生：起薪虽拖了后腿 但以后会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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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元宏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拍 卖 公 告

受委托袁 定于 2016年 01月 27日上午 10:00在海口市国贸大
道海南国际贸易商务大厦 C座 703室渊本公司拍卖厅冤对以下标的
物进行公开拍卖院

上述标的物按现状尧净价进行单项拍卖遥
展示时间院 2016年 01月 25原26日遥
展示地点院海口市电力村停车场遥
有意竞买者请于 2016年 01月 26日前到我公司了解详情并办

理竞买手续遥
地址院海口市国贸大道海南国际贸易商务大厦 C座 703室遥
联系电话院66512838尧66503148

序号 车牌号 型号 登记日期 车辆类型 参考价渊元冤
1 琼 A66399 丰田凌志JZS160L原BLAQFW 2003.12 轿车 22000.00
2 琼 AD5688 奥迪 FV7241CVT 2006.11 轿车 44000.00
3 琼 AE9810 奥迪 FV7241CVT 2007.04 轿车 47000.00
4 琼 AM2268 福克斯 CAF7180M 2006.08 小型轿车 12000.00

@用户 63879362院这种内容可不
可以举报钥这太虚假了浴现在的起薪基
本 2000元袁而且每天工作十个小时及
以上浴 天天加班浴 每周基本休息一天遥

@平凡人院 才毕业的大学生起薪
平均 4000多袁吹吧遥 我大学毕业当高
中老师 21年了袁高级职称袁专技六级袁
拿到手的所有收入才 4 千多点遥

@梦想海院越努力越幸运袁我工资
3500袁空闲时间自己做第二份工作袁平
均 200元一件袁目前最高记录 600元一
天袁越努力越幸运袁不要抱怨社会有多

现实袁应该想想怎样去改变遥
@雾已成风院 一看就是拿各学校

的统计报告做的袁 实际情况根本就没
调查过袁当然也没法调查遥

@来打一架院哈哈袁每次看到这种
一丝意义都没有的专家数据袁 就有一
种深深的自责噎噎

@海之恋院 毕业生没有关系只有
跑业务袁 做销售袁 工资是做得多拿得
多袁拉不到业务一分钱没有袁如果坐办
公室一般只有 2000多一个月袁除非你
运气好不一样遥

@影子院一个一万袁一个两千袁平
均值六千袁 结果不会是这么得出来的
吧袁严重表示质疑遥

@小舞步飞炫院调查钥调查在哪调
查的啊袁 是不是仅凭各高校上报的数
据呢钥 现实的就业状况大家都很清楚遥
我是严重拖后退哟耀耀本科毕业那么
高遥

@董少宾的故事院 看来拖后腿的
不少浴 我也不知道这数据哪来的袁也太
不接地气了浴 算术平均有毛用袁方差和
加权平均你们都不敢公布了吧遥

2015年就业报告院本科毕业生平均起薪 4187元 网友热论:对不起袁我严重拖了后腿

海南本科毕业生努力就不拖后腿

越努力越幸运 抱怨不如改变

2015年毕业生月起薪

专科生：2640元

本科生：4010元

硕士生：6363元
博士生：6753元

野看了这份月起薪袁又发现自己
拖了后腿袁而且拖得挺长的遥 冶2015
年大学本科毕业的小王说袁 他现在
从事网络编辑工作袁 记得 7月份去
面试时袁公司给的是月薪 2500元一
个月袁转正后是 2800元袁当时也没
有看到类似月起薪的报告袁 现在看

到了袁 感觉自己
又拖了后腿袁都
是大学本科毕
业袁 却拉了起薪
后腿遥

野不过还好袁

这份工作袁我还是比较喜欢的袁一个
月两千多块钱袁省吃俭用袁还勉强过
得去袁毕竟是刚刚开始工作袁有班上
就可以了遥 冶小王继续说袁做自己喜
欢感兴趣的工作最重要袁 工资估计
会慢慢提高的遥

昨日袁 国际旅游岛商报记者走
进几家公司尧 事业单位进行随机采
访了 2015年大学毕业生袁接受记者
采访的毕业生们告诉记者袁 他们在
起薪上都拖了后腿袁 不过相信工作
久了袁工资自然会提高遥 野刚刚大学
毕业袁 最主要的是找到工作袁 有班

上袁养活自己袁然后再择业遥 冶
在房地产工作的小何说遥

记者也采访了几位往届
毕业生袁他们都表示袁要懂得先苦后
甜袁随着工作时间的变化袁工资会提
高的遥 小吴是海口一家民办医院的
护士袁她告诉记者袁她是去年大学毕
业专科毕业的袁当时的起薪是 1800
元袁不过现在是三千几了袁毕业后找
工作的起薪的确很低袁 但是工作久
了都会提高的袁 对于刚刚找工作的
起薪袁也不能太在意袁毕竟刚刚大学
毕业袁有工作就好遥

网友热议

商报讯渊记者 徐明锋冤据叶光明日报曳报道袁近日袁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发布了最
新的 2015年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报告袁报告显示袁2015年高校毕业生月起薪的算术
平均值为 4187元袁此报告一出来袁在网络上引起哗然一片袁野对不起袁我严重拖了后
腿遥冶这是来自网友们的道歉遥那么袁海南 2015年大学本科毕业的学生袁现在过得怎
么样钥 起薪有没有拖后腿呢钥 大多数毕业生都给了答案院自己拖了后腿遥

￥

从事高校就业指导的老师分析袁起薪的基本解释
为最低额的工薪或者是指刚刚开始工作时的月薪袁从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发布最新的 2015年高校毕业生的
就业报告来看袁大学毕业生的月起薪院专科生为 2640
元曰本科生为 4010 元曰硕士生为 6363 元曰博士生为
6753元袁从中说明学历越高起薪越高袁在现实生活也
是如此袁但是作为大学毕业生去找工作不能按照报告
中的月起薪去找工作袁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遥

该老师还说袁 假如有本科毕业正在找工作的学

生袁看到这个就业报告袁就想着野我是本科生袁我的月
起薪 4010元袁给低了袁我就不干遥 冶如果抱着这样的想
法袁在海南很难找得到工作袁要结合自己所属的环境
去思考遥可以参照报告袁更要结合自己情况尧所属环境
而定遥

在对待起薪的问题上袁该老师认为袁工资袁自然要
看袁毕竟我们无论到哪个城市袁都要生存下去遥 当前袁
工资的多和少袁对于毕业生看来袁差别很大袁但如果从
长远角度去看袁就未必了袁当然首先要领到的工资保

障生活后袁才能看得长远遥工作时工资要参考袁还有更
重要的一点就是对工作的兴趣遥一个人如果对某件事
感兴趣袁怎么可能会觉得无聊呢钥 他工作的时候就在
休息袁因为喜欢袁所以简单遥

毕业生在找工作的时候可以参考报告提到的工
作袁但是不能抱着很高的薪资期望值袁到了公司才发
现袁事情并不像我们想的那样遥 工作没有热情袁业绩没
有提高袁起薪再高袁也走不远遥 如果你成为了公司的核
心人物之一袁那工资还会愁吗钥

相关人士 起薪再高，工作没有热情也走不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