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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财政投入 1.2万亿
北京晨报消息 6 月 30 日， 记者从教育部官方网站获悉，

据初步统计，2005-2013 年， 职业教育国家财政性经费达 1.23
万亿元，年均增长 25%，职业教育财政投入持续增加。

教育部财务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自 2005 年《国务院关于大
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发布以来，职业教育经费总量年均增
长 18%。 职业教育财政性教育经费年均增长 25%，2013 年职业
教育财政性教育经费约为 2543亿元， 比 2005 年的 426 亿元增
加 2117亿元，增长了近 5倍。此外，职业教育生均公共财政预算
经费大幅度增长。

2004-2013年之间，中央财政共投入各类专项资金 1113 亿
元，支持了四大类职业教育重大项目建设。 一是基础能力建设
项目， 其中包括实训基地建设、 教师素质提高等四项计划；此
外，还有示范引领项目、学生资助项目及综合奖补项目。 目前，
中职学校所有农村(含县镇)学生、城市涉农专业学生和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免除了学费，享受免学费学生人数约占中职在校生
数的 91.5%。

本报讯（本报记者） 连日来，读者纷纷来信称赞本报近期
重点推出的系列报道《大学生就业启示录》有“四个好”。

从 5 月 29 日开始，本报推出《大学生创业启示录》系列报
道， 有挑选性地报道一批大学毕业生的创业经历及经验体会，
并对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作了宏观、综合性的探讨，希冀能
对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起到一些启发作用。

这组报道从不同角度对大学生创业进行引导，在社会上产
生积极反响。 省内数十所高校招生就业处负责人认为：“这组系
列既报道了创业成功典型，又客观披露了我省大学生创业存在
的一些问题，并约请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专家谈对策，找出路。 为
全省破解大学生创业难题找到了一条可借鉴的新路子。 ”

读者总结为“四个好”，一是主题好。 大学生创业问题关系
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更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在毕业季
选择这样一个问题进行报道，真正选到了点子上，十分切合时
令。 二是大学生创业的典型人物选择得好，如《把就业写在土地
上》的 5 位大学生，以土地进行创新创业，很符合当前党中央提
出的土地流转政策。 三是稿子后面配发的启示及经验写得好，
写得实在，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四是披露问题、提出解决问
题的办法好。 系列之五，特别提到“高校和政府在引导大学生创
业方面要扮演好不同角色”， 且提出了具体可行建议， 有理有
据。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专职指导教师王江生认为，专业媒
体通过调研，深入高校、深入师生，从正面引导大学生创业，同
时呼吁政府出台一些更具体的保障措施，让我们的学生创业少
一些后顾之忧，激发更多人投入到创业的大潮中。 其采访报道
过程，体现了媒体怀着深厚感情为大学生成功创业进行投石问
路。

系列报道过的在校创业大学生代表、 湖南工业大学大三
学生王介威来信说：“经过《科教新报》报道后，关注我们的人
很多，极大帮助了我们创业的进程，由最初的乐天折扣帮发展
到今天乐天网络科技， 由最初的默默无闻到现在月收入 3 万
的网络创业明星，由最初的渺小团队发展到拥有将近 20 人的
创业公司， 由最初的到处贴广告怕被学校保安抓到被学校支
持入驻株洲市创业孵化园。 这一切的变化离不开《科教新报》
的鼎力报道。 ”

本报《大学生创业启示录》
系列报道引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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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动态

教育部发布高招禁令
严查恶性抢夺生源 不得违规“点招” 不得擅定男女生比例

本报讯 6 月 25 日至 26 日，国务
院督查组来湘调研稳增长促改革调结
构惠民生政策措施落实情况。 26 日上
午，人社部副部长信长星、人社部就业
促进司副司长桂桢等第三小组督查成
员在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组织召开促进
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政策落实情况座
谈会，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厅长胡伯俊，
省教育厅党组副书记、 省委教育工委
副书记、副厅长肖国安及长沙市政府、
长沙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教育
局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座谈会。

座谈会分两组进行，分别是高校毕
业生就业工作负责人座谈会和高校毕

业生座谈会。 在高校就业工作负责人座
谈会上，部属院校代表中南大学汇报了
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情况，指出学校和
很多用人单位保持了长期合作关系，就
业情况比较稳定，有 80%以上的毕业生
在离校前实现就业，同时强调，多方收
集岗位信息在促进大学生就业方面至
关重要，建议各高校加强岗位需求信息
的收集与发布。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在汇
报中指出，受经济形势影响，今年进校
招聘酒店管理和旅游管理的人数减少，
面向珠三角就业的毕业生人数也下滑，
但学校积极开拓就业市场，就业情况整
体稳定， 今年有 60%的毕业生省外就
业。 湖南商学院围绕就业工作人员职称

评定问题向督查组提出了有关建议，长
沙理工大学城南学院、长沙环境保护职
业技术学院、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
院分别就学校 2014届毕业生就业创业
情况、毕业生就业政策落实情况、就业
服务开展情况及存在的问题、建议等作
了汇报。

参加高校毕业生座谈会的有中南
大学学霸班“詹天佑班”的辅导员、参加
“大学生西部计划”基层就业的代表、自
主创业代表、 被录取的“准公务员”代
表、灵活就业代表、国企派驻海外就业
的代表。 参会毕业生侃侃而谈，各自提
出了自己就业过程中遇到的困惑及对
高校和政府部门的建议。 （学生处）

（上接 01版）复合型教育家
曾景祥大学毕业之后长期从事高

等美术教育工作， 在教学和学院行政
管理诸领域间游曳穿梭， 是一个艺术
界少见的复合型艺术人物。

1991 年， 曾景祥调入湘潭师范学
院艺术教研室(院直属)工作，他将申办
美术专业作为其主要工作， 但在申办
过程中遇到了重重困难， 然而曾景祥
没有放弃， 和教研室的老师一起到长
沙、醴陵、益阳进行社会调查，到省教
育厅去查湖南教育史料，到图书馆、档
案馆去查国家教委文件和中央领导人
的讲话， 到各个高校搜集美术专业教
学计划、教学大纲 ，聘请兼职、客座教
授。 冒着 41℃ 高温到省有关部门去汇
报、去争取支持。 这期间，文字资料写
了足足一抽屉。 经过艰苦努力，申办报
告被批准，1995 年开始招生并相继成
立美术系。 曾景祥也于建系同时担任

主持工作的副主任。
第一年招生时， 一名来自常德的

学生直呼上当受骗， 当时的美术系条
件设备确实有限，但曾景祥不放弃，天
天往返于学校和省教育厅等单位，一
心只想着， 一定要把学校的艺术教育
办好。 湖南科技大学艺术学院能够从
一个小小的教研室， 发展到涵盖美术
学、艺术设计、音乐学和雕塑 4 个系 9
个专业方向， 拥有一级学科硕士点的
学院，曾景祥劳苦功高。

曾景祥注重提携和培养后辈，他
说：“我不怕人家成材， 而深怕人家不
成材。 ”在艺术学院，不管是哪位老师，
发文章、报课题、升学历、评职称，他都
积极予以支持和帮助， 在力所能及的
范围内，尽量为老师多办一些事，尽量
多办成一些事。 近几年来，学院教授、
副教授、 研究生以上学历教师比例明
显增加， 在湖南省艺术类院系中形成

了较强的人才优势和整体优势。
曾景祥视学生如子女， 在他家中，

住着一位备战博士研究生考试的学生
唐彬，他大学学的是通信专业，但对美
术有着无比的热情，在曾景祥悉心指导
下，进步飞快，成功通过了美术专业硕
士研究生考试。曾景祥还曾经拿出自己
的科研经费，带领院里的研究生赴新马
泰考察，让同学们大开眼界，受益匪浅。

教师是个辛苦的行业， 很多人在走
上管理岗位之后逐渐远离三尺讲台。但曾
景祥自从教以来， 一直坚持奋战在一线，
在教学上，他言传身教，精益求精。每一堂
课都认真备课，毫不含糊。对绘画作业，他
坚持做到细心讲解、示范表演、分步演示、
个别指导和集体讲评相结合。

从教 30多年来， 曾景祥以一名人
民教师的担当和艺术家的执着，埋首书
海，潜心学问，教书育人，用实际行动绘
写着自己精彩的艺术人生。

人民日报消息 2014 年高校考试
招生工作即将进入录取阶段， 教育部
近日发布《关于做好 2014年全国普通
高校招生录取工作的通知》。 通知要
求，各省级高校招生委员会、教育行政
部门不得出台含有违规“点招”录取等
与国家招生政策相抵触的招生办法；
不得擅自调整自主选拔录取、 高水平
运动员、 艺术特长生等特殊类型招生
试点高校范围、 招生计划和规定的项
目范围； 不得划转计划委托任何军队
院校招生。

此次，教育部针对高校的禁令尤其
严格。 各高校不得发布未经主管部门
备案的招生简章或者进行虚假招生宣
传；不得擅自规定男女生录取比例或超
出国家规定的范围对考生身体健康状
况提出要求；不得擅自扩大自主选拔录
取、高水平运动员、艺术特长生等特殊
类型招生规定的项目范围、招生计划；
不得在特殊类型招生中变更经公示的
考生入选专业、录取优惠分值或录取不
具备条件的考生；不得在发放新生录取
通知书和新生入学报到环节更改考生

录取专业；不得在新生入学后将艺术体
育类专业学生调整到普通类专业或将
外国语中学推荐保送录取的学生调整
到非外语类专业；不得在录取工作结束
前以各种方式向考生违规承诺录取或
以“签订预录取协议”、“新生高额奖学
金”等方式恶性抢夺生源；不得避开省
级招办通过中介机构或中学教师等自
行组织生源录取考生； 不得在单独考
试、综合评价等高职分类考试招生中组
织不符合本地高考报名条件的外省生
源。

国务院督查组来湘调研大学生就业工作

★合作院校 :英国格林威治大学 、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弗雷斯诺分校 、加拿大布鲁克大学 、澳大利亚南澳大学 、澳大利亚弗林德斯大

学 、英国普利茅斯圣马克与圣约翰大学 、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圣贝纳迪诺分校 、美国乔治褔克斯大学 。

★培养模式：（1）“3+1”模式：学生在我校学习三年，雅思成绩合格者在国外大学学习一年，修满规定学分即可获湖南农业大学本科（或专科）

文凭和国外大学学士学位。 （2）“4+0”模式：学生在我校学习四年，修满规定学分可获湖南农业大学本科毕业证和学士学位，成绩合格达到相

关要求，可申请国外合作院校攻读硕士学位。

★办学优势：拥有湖南省第一个教育部批准的中外合作办学本科项目，省内办学历史长，管理规范，雅思通过率高，出国学生人数多，社

会声誉好。

★报考条件：考生须参加 2014 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其成绩达到湖南省一本最低控制线（本科）或专科最低控制线（专科），其

中一本生源不足，可在一本省控线下降 20 分投档（必须在 2014 年 7 月 17 日一本征集志愿当天第一志愿填报我校，招生代码 4324），根据湖

南省 2014 年招生政策，凡第一志愿填报我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招生考生，可根据志愿填报情况，予以录取。

★湖南省最早举办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湖南省第一个获得教育部批准中外合作办学本科项目；
★湖南省唯一美国 iTEP（国际英语水平测试）考点；
★出国学生雅思通过率达 70%以上；
★出国学生签证通过率达 100%；
★出国学生国外大学攻读硕士率达 90%；
★湖南省省级“教学成果奖”获奖单位；
★湖南省教育系统“芙蓉标兵岗”单位。2014 年 中 外 合 作 教 育 项 目 招 生

咨 询 电 话 ： 湖 南 农 业 大 学 招 生 就 业 处 ： （0731）84638406 84638407 84618084 学 院 地 址 ： 湖 南 · 长 沙 · 芙 蓉 区

湖 南 农 业 大 学 国 际 学 院 ： （0731）84635466 84635488 84635422 84638482 学 院 网 址 ：www.hunau.net/ic

（招生代码：4324）
招生层次 专业 计划数 科类 学费标准 招生省份 备注

本科一批

生物科学 30 理工 23000元/年

湖南

“3+1”培养模式
环境科学 30 理工 22000元/年

农林经济管理
（国际教育实验班）

50 文史 17000元/年

“4+0”培养模式
10 理工 17000元/年

专科批

工商行政管理
30 文史 19000元/年

“3+1”培养模式
30 理工 19000元/年

会计
30 文史 19000元/年

30 理工 19000元/年

食品科学与工程
（国际教育实验班） 60 理工 18000元/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