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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沙等 12 个站点举办 16 场巡回招聘会
为做好今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启动了“第五届大中城市
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 活动
从 10 月 9 日至 11 月 25 日，以“城市联动，
精准发力，高效就业”为主题，整合大中城市
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资源，推进招聘服务
与互联网技术融合，依托大中城市联合招聘
高校毕业生精准服务平台，开展线上线下精
准对接，为高校毕业生求职择业和用人单位
招聘人才提供便捷、精准、高效的服务。
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200 余个大中城市的公共就业

人才服务机构联手合作，共享信息和服务资
源。 网络招聘大会岗位信息涉及制造业、互
联网 / 电子商务、人工智能、贸易 / 进出口、
网络游戏、计算机、通信、媒体 / 出版 / 文化
传播等诸多行业。 各参会省、市还将举办不
少于 600 场现场招聘会。
活动期间，为满足高校毕业生跨区域就
业和用人单位跨区域揽才的需要， 在长沙、
重庆、南京、合肥、焦作等 12 个站点举办 16
场综合性及行业性跨区域巡回招聘会，有色
金属工业人才中心将在 13 所高校举办工矿
与生产制造业专场巡回招聘会。

高校毕业 生 可 登 录 中 国 国 家 人 才 网
（www.newjobs.com.cn）
“大中城市联合招聘
高校生精准服务平台”，或关注微信公众号，
查询活动安排、招聘信息、各地就业和引才
政策等；还可在“高校毕业生精准服务平台”
注册，免费进行职业能力测评，获得专业可
信的测评报告，通过平台精准推送的职位信
息或采取个人自荐等方式， 实现快就业、稳
就业。 用人单位可登录平台上传职位信息，
免费建立职位胜任力模型，获取平台精准推
送的求职者简历信息，用最小的成本招到最
据新华网
合适的人。

《中国普通高校创新能力监测报告 2016》出炉

我国高校研发人员全时当量为 35.5 万人年
科技部 9 日发布的《中国普通高校创新
能力监测报告 2016》显示，在国家政策的引
领和推动下，我国普通高校由规模扩张转向
内涵发展， 科技创新综合实力快速提高，特
别是在创新能力建设、创新人才培养、科技
成果产出和转化方面的变化尤为明显。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15 年，中国
高校研发人员全时当量为 35.5 万人年，比

2006 年增长 46.7%，居世界第一。 高校研发
经费内部支出不断提高，2015 年达 998.6 亿
元，是 2006 年的 3.6 倍。
2015 年， 高校获得的横向科研经费总
数超过 350 亿元，科技成果直接交易额超过
20 亿元。 专利申请和授权增长迅速。 高等学
校专利授权量为 13.6 万件， 其中发明专利
授权量达到 5.7 万件，超过全国总量的五分

外埠传真

据中新网

之一，是 10 年前的 9.2 倍。
报告显示，在调查的 1762 所高校中，有
573 所高校汇报自身建立了专门的技术成
果转化与扩散机构，有 312 所高校汇报自身
建立了专门的技术成果转化与扩散网站。
2006—2015 年， 作为卖方高校在技术市场
签订的技术转让合同数量稳步增长，2015
据《中国教育报》
年达到 5.7 万项。

一名小学老师和她的“语文电台”

河北探索高校
高层次人才年薪制
河北省教育厅等部门近日出台政策明确，
今后河北省高校将在学科专业设置、编制管理、
教师职称评审和薪酬分配等多方面获得更多办
学自主权。 高校可按规定探索实行高层次人才
年薪制、 协议工资和项目工资等灵活多样的分
配形式和办法。 将逐步推行高校人员总量管理
制度，高校可自主设置内设机构、自主进行岗位
设置和调整、自主公开招聘人才。 对“总量外”人
员， 可实行劳务派遣和社会购买服务的方式解
决，其劳动报酬纳入部门预算。 今后，河北省高校
将完善薪酬分配制度，加强绩效工资管理。 对高
层次人才集中、服务国家、省重大战略需求、着
力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高校， 加大政策倾斜力
度，适当提高绩效工资总量。 高校可自主制定、
完善本校绩效工资结构和绩效考核分配办法。
科研人才依法取得的科技成果转化奖励收入，
以及高校开展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转让和
技术咨询等收益用于人员奖励部分， 不纳入绩
效工资总量管理。

日前，河北省石家庄市教育局出台《关于加
强中小学劳动教育的通知》， 从开设劳动教育课
程、保障劳动实践锻炼时间、实施劳动教育综合
评价、开展劳动教育研究等 4 个方面提出工作任
务， 规定义务教育阶段 3—9 年级开设综合实践
活动中的劳动与技术教育课，普通高中阶段严格
执行通用技术课程标准，劳动教育课程每周不少
于 1 课时，也可每月集中开展。 该市要求，中小学
校要引导家长鼓励孩子主动承担家务劳动，安排
学生适量的家庭劳动作业，把学生干不干家务活
作为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必要因素。 学生参加劳
动次数、劳动态度、实际操作、劳动成果等方面都
作为学生劳动评价内容。
据中国教育新闻网

调查

73.2% 的 受 访 者 希 望
不过分依赖多媒体教学
随着越来越多学校使用多媒体设备开展教
学，多媒体教学的利与弊也逐渐显现。 中国青年
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日前展开的一项
调查显示，90.8%的受访者确认身边的学校在使
用多媒体教学。 73.2%的受访者希望采取多媒体
和板书相结合的方式， 不 过 分 依 赖 多 媒 体 。
64.1%的受访者认为多媒体教学的效果好。 调查
中，63.2%的受访者坦言多媒体教学存在部分老
师“
一套 PPT 使用很多年”的现象。 其他一些劣
势还有：学生失去记笔记的习惯（54.7%）；大量
花边信息使得真正有用的信息传递效果变差
（36.5%）；对教学条件要求较高（29.8%）；多媒体
设备成了课堂主角，喧宾夺主（27.8%）；老师上
课沦为“念 PPT”（25.7%）和娱乐性高于教学性
（22.1%）等。
据《中国青年报》

“亲爱的家长们、孩子们，大家好，我们继续学习写作文。 今天的主题
是如何看图写话……”晚上 10 点刚过，重庆市永川区上游小学一年级语
文老师谢光娟带上耳机，开始录制当天的“涓涓细流语文电台”内容。 从
2016 年 9 月起，谢光娟为让学生爱上语文，创办了“涓涓细流语文电台”，
把教学内容乃至孩子们的表现、需要家长重视的问题录制下来，让孩子和
家长边听边学，随时交流。 目前，“语文电台”已陆续录制了 200 多期电台
节目。 在节目里，谢光娟为学生读拼音、念古诗、讲语文，积极与家长交流
科学教育理念。
据《重庆日报》

据《中国教育报》

石家庄：干家务
纳入综合素质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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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社部启动大中城市联合招聘
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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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教育部修订出台了
《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
规定》（以 下 简 称 《规 定 》）。 教育
部思想政治工作司、政策法规司
负责人表示，新修订《规定》强调
高等学校应按总体上师生比不
低于 1:200 的比例设置专职辅导
员岗位，按照专兼结合、以专为
主的原则，足额配备到位；规定
兼职辅导员工作量按专职辅导
员工作量的三分之一核定；坚持
“同工同酬”原则，保证高校辅导
员人事聘用要参照专任教师聘
任的待遇和保障。
《规定》进一步明确了高校
专职辅导员的身份，指出高校专
职辅导员是指在院( 系 )专职从事
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的人员，包括院( 系 )党委( 党 总 支 )
副书记、学工组长、团委( 团 总 支 )
书记等专职工作人员， 具有教师和管理人员双
重身份。
此外，新修订《规定》进一步明确了高校辅
导员队伍的专业培训要求。 要求各地各高校要
把辅导员培训纳入师资队伍和干部队伍培训整
体规划。 同时，新修订《规定》还明确了高校专职
辅导员队伍的发展通道。

福建：擅自组织学生网络答题
校长将被追究责任
福建省教育厅近日要求各地规范学
生参加网络答题， 非教育部门组织的网
络答题，均不允许学校组织学生参加，擅
自组织学生参加的，要追究校长责任。 名
为 《福建省教育厅关于规范组织学生参

加网络答题活动管理的通知》（简称 《通
知 》）说，近年来各级各部门面向学生的
网络答题活动过多过滥， 加重了学生的
课业负担。 《通知》对网络答题做出了四
据《厦门日报》
个方面的规范。

全国首本小学女生教材上海问世
“翻开厚重的史书，无论在东方文
明古国，还是西方发达国家，都有女性
长期遭受歧视和压迫的记载，女性在维
护自身生存、发展、婚姻等权利方面所
走过的路， 要比男性曲折得多……”这
是近日问世的上海小学版 《花样女孩》
开宗明义的一段告白。 这也是全国首本

专为小学女生编写的教科书， 供沪上
四、五年级学生选用。 这本女生教材与
原来传统教育观念里对女生的“说教”
有很大不同， 更突出从女孩的角度，特
别是从审美和做一个美丽女孩的角度
去引导女生。
据中新网

中国大学毕业生
创业率 5 年翻一番
麦克思研究院联合中国社科院日前发布的
《2017 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 下 称 《 就 业 报
告》)数据显示，近 5 年来，大学生毕业即创业连
续从 2011 届的 1.6%上升到 2017 届的 3.0%，接
近翻了一番。 以 2017 年 795 万名应届毕业生的
总量计算，年创业大学生数量超过 20 万名。 《就
业报告》显示，毕业半年后自主创业的 2013 届本
科生中，有 46.2%的人 3 年后还在继续自主创业;
毕业半年后自主创业的 2013 届高职高专毕业生
中， 有 46.8%的人 3 年后还在继续自主创业，甚
至有数据指出，即使在浙江等创业环境较好的省
份，大学生创业成功率也只有 5%左右。
据《中国经济周刊》

职业院校学生
顶岗实习对口率达 85%
“职业院校学生实习的总体情况向好，学生
对实习的满意度较高，满意率达 95%；顶岗实习
对口率为 85%，教师能够全程管理和经常管理学
生的占 87%，顶岗实习学生与实习单位、学校签
订了三方协议的达近八成。 ”这是在教育部近日
举办的职业院校规范管理座谈会上， 江苏省教
科院参会代表介绍的关于职业院校学生实习情
据《中国教育报》
况调查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