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刘璋景）我省第六届服
务高校毕业生活动月近日在湖南人
才市场启动。

随着招聘在职人才的难度加大，
企业开始注重优质毕业生作为培养
储备之用，工资待遇普遍上涨三成以
上，绝大部分招聘企业许诺的最低薪
资都在 1700 元以上。 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副厅长杨士雅分析，这从
一个侧面说明了今年就业形势的确
在好转，企业为竞争开出的薪酬也在
上升。 但这种状况实际上潜伏着危
机，“有的本科生连月薪 3000 元都不
愿意签，还有的学生互相攀比，一直
想等更好的，而企业不会等人，结果
反而会失去机会。这种例子往年也有
很多，而今年尤其明显，值得毕业生
注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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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高校自主招生比例不超 5%

为确保学生乘车安全，怀化市洪江区教育局、交警大队、安监局组织联合检查组，对该区所有校车进行全面
检查，登记检查记录，对超载的学生进行分流，并护送到校园。 图为女交警将超载幼儿抱下车进行分流。

刘文颖 李晓芬 摄

贫困大学生可享“一对一”就业帮扶
新华社消息 一个贫困大学生

往往背负着一个家庭的期望。湖南省
教育厅近期明确出台对这个群体就
业的扶持政策，要求高校为经济暂时
困难的毕业生开展“一对一”就业指
导帮扶，为每个贫困毕业生至少提供
一次个体指导咨询、一次技能培训和
一次就业补贴。

“享受就业经济补贴的学生大约
占毕业生人数的 ２０％。 主要是为这
部分学生提供求职材料费和去外地
面试的路费， 平均每人在 ２００ 元至

５００ 元之间。 ”湖南大学招生就业指
导中心副主任谭琳介绍说，学校已有
约 ８０％的学生顺利签约或选择考
研。

中南大学是较早关注并积极为
贫困毕业生就业提供帮助的高校之
一。 ３ 年前学校开通的“贫困毕业生
就业直通车” 已使数千名学生受益。
学校党委副书记徐建军认为，贫困毕
业生不但面临高昂的求职成本困难，
他们还较普遍存在不够自信、心理压
力过大等心理弱势，同时社交礼仪和

人际交往能力稍显欠缺。每年临毕业
时，中南大学的每个贫困毕业生都有
一名老师直接辅导，为他们求职和面
试充当参谋。

调查显示， 目前长沙市内的大
学毕业生求职， 用于求职简历的制
作、交通、通讯、服装以及其他有关
费用普遍在一千元以上。 一些学生
出于成本负担的考虑， 求职时只好
“舍远求近”。 中南大学每年由学校
承担往返路费， 为贫困学生提供一
次往广东等经济较发达地区求职机

会， 也使一批学生走上了更理想的
工作岗位。

据调查， 湖南省在校大学生中
有约 ２０％的贫困生，其中 ８％为特困
生。 湖南省教育厅和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还联合向贫困毕业生发
放了 ２０００ 张就业服务一卡通，可享
受省内人才市场免费档案托管、人
事代理、 发布求职信息等系列免费
配套服务。同时，明年上半年还将为
求职不顺的贫困毕业生举办专场招
聘会。

本报讯（记者 颜优华 余娅）教
育部近日下发 2012年自主招生政策
重申，试点高校自主选拔录取人数一
般不超过本校年度本科招生计划总
数的 5%。 并首次为试点高校认定自
主招生候选人数量设置了上限———
原则控制在自主招生录取计划数的
120%，最高不超过 200%。

2003 年，北大、清华等 22 所高
校首批实行自主招生试点，并规定自
主招生人数不超过年度招生计划总
数的 5%。 2009 年，教育部取消这一
限制，并准许自主招生试点满三年的
“985”工程高校对特别优秀考生不设
高考成绩下限。 此后，一些试点高校
自主招生比例已超过 5%。 但此举的

公正性备受质疑。
通知规定，自主选拔录取计划纳

入试点高校年度招生计划，按教育部
有关生源计划编制工作的要求列入

“其他类”部分。试点高校自主选拔录
取人数一般不超过本校年度本科招
生计划总数的 5%。 试点高校组织专
家组，依据自主选拔录取招生简章及

方案， 对申请考生的材料进行审查，
结合考生的高校考核成绩，按自主选
拔录取计划数的适当比例（原则上控
制在 120%，最高不超过 200%）择优
提出候选考生，由高校招生领导机构
审核后确定入选考生名单以及每名
入选考生的相应录取要求。试点高校
对入选考生高考成绩的录取要求，不
应低于考生所在省（区、市）试点高校
同批次同科类录取控制分数线。入选
考生须参加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
并根据所在省级招办及参加考核的
试点高校的要求填报志愿。

通知还规定，对在高校自主选拔
录取中存在违规承诺及操作、虚报或
伪造、变造有关材料、考试作弊、替考
等弄虚作假、徇私舞弊行为的，一经
查实，依据有关规定分别予以严肃处
理。 责任属试点高校的，将予以暂停
或取消其自主选拔录取试点资格的
处理， 并追究有关责任者的相应责
任；责任属推荐中学的，视情节轻重
将在其所在省（区、市）中学及有关试
点高校或全国范围内予以通报，并责
成相关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追究有关
责任者的相应责任；责任属学生本人
的，未入学者，取消其自主选拔录取
考核成绩及参加当年高考考试资格
或录取资格并将有关情况记入考生
高考诚信电子档案；已经被录取或取
得学籍者，由高校取消其入学资格或
学籍。

2011 年具有自主招生资格的高
校为 80所。 我省中南大学和湖南大
学在列。此外，湖南师范大学、湘潭大
学、长沙理工大学、湖南农业大学、中
南林科大等高校面向湖南考生进行
自主招生。

本报讯（袁轶雄）“各成人教育
机构不得寻求中介招生，不得提前招
生、提前收费，不得以承诺转专业的
方式买卖生源。 ”11月 25日，湖南省
普通高校新设函授站和校外学习中
心负责人培训班会议提出，要规范成

人教育办学管理。
会议指出了当前成人教育办学

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一些地方组织
大规模代考，一些学校为抢夺生源提
前招生、提前收费，有的学校实行捆
绑招生，买卖生源，找中介招生，甚至

有巧立名目乱收费的现象，导致成人
教育办学声誉严重下降。 会议要求，
要严肃考纪考风， 严禁违规招生，各
成人教育机构不得寻求中介招生，不
得提前招生、提前收费，不得以承诺
转专业的方式买卖生源。

会议部署了几项重要工作，要求
各函授站和校外学校中心落实。其中
包括年检年报工作， 教学评估工作，
成人教育入学资格审查等，明确提出
没有专科合格学历的考生不能报考
成人专升本考试。

成人高等教育不得买卖生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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