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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发布

李克强对全国就业创业工作作出重要批示

全面加强就业服务 拓展就业新空间
全国就业创业工作暨普通高等学
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5
月 13 日在京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重要批示。
把稳定和扩大就业放在更突出位置

批示指出：促进就业创业特别是高
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是实现经济持续健
康发展、民生改善和社会大局稳定的重
要保障。 今年就业压力仍然较大，尤其
是高校毕业生人数再创新高，影响稳定
就业的因素也较多，各地区、各部门必
须高度重视。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贯彻党
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认真实施就业
优先政策， 把稳定和扩大就业放在更
突出位置， 确保完成全年就业目标任
务。 要全面加强就业服务，精准施策抓
好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农民工等重
点群体就业创业， 加大对就业困难人
员的就业帮扶。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更
好发挥企业这一稳就业主体的作用，
把减税降费、 援企稳岗等各项措施扎

扎实实落到位， 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
增加良性循环。 大力推动“双创”上水
平，以创业带动就业，促进新兴产业发
展，拓展就业新空间。 扎实推进高职院
校大规模扩招和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提
高劳动者就业创业能力，不断增强人力
资源对高质量发展的支撑。 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
出席会议并讲话。
守住不发生大规模失业的底线

会议强调， 面对十分复杂严峻的形
势，要坚持就业优先政策，加强形势监测
研判，加大对企业的稳岗支持力度，实施
好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 大力促进创业
创新带动就业， 守住不发生大规模失业
的底线。要加强毕业生信息衔接，拓宽就
业渠道，做好就业创业服务，强化就业兜
底保障， 精准施策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
创业。要认真做好农民工就业创业工作，
劳务输入省份要尽可能把失业人员留在
当地，防止出现大规模返乡潮；劳务输出

省份要多渠道帮助返乡农民工在县城和
乡村创业， 带动更多农村劳动力在家门
口实现就业。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强化责
任担当，密切协作配合，狠抓政策落实，
有效稳住就业大局、稳定社会预期。
会议指出， 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创
业工作，要聚焦重点、综合施策，千方百
计拓展就业岗位，提高就业服务精准度。
深入实施基层成长计划，落实学费资助、
复学升学等政策，激励毕业生服务基层、
参军入伍、创新创业。 发挥校园招聘主渠
道作用，加强就业信息投放和职业指导，
提供有针对性的个性化服务， 帮助离校
未就业和家庭困难毕业生就业创业。 高
校要优化专业设置，促进招生、教学、就
业、学生工作联动，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扎实做好高职扩招 100 万工作， 推进职
业教育改革，深化产教融合，开展 1+X
证书制度试点， 帮助学生提高职业技能
和就业能力。
据新华社

《湖南省职业教育扶贫工作报告（2018）》发布

为贫困地区培养 4.2 万名技术技能人才
本报讯（记者 余蓉）贫困学生 100%
同时，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牵头
得到资助且资助幅度加大，93.61%的贫 成立“全国职业院校精准扶贫协作联
困学生毕业当年实现了就业创业脱贫； 盟”，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牵头成立
全省职业院校为贫困地区培养和输送 “全国职业院校乡村振兴协作联盟”，为
了 4.2 万名技术技能人才；全省职业院 全国职业院校协作服务脱贫攻坚、 乡村
校“科技特派员 ” 覆 盖 全 省 51 个 贫 困 振兴搭建了平台。
贫困毕业生当年就业率达 93.61%
县……5 月 12 日，《湖南省职业教育扶
贫工作报告（2018）》（以 下 简 称 《报 告 》）
《报告》显示，2018 年全省职业院校
正式发布， 展现了我省职业教育在脱贫 中贫困地区生源比例高达 34.97%。 2018
攻坚、人才扶贫、技能扶贫和文化、健康 年，全省职业院校通过减免学费、设立奖
和生态扶贫中的不俗成绩。
学金、设立助学金、提供生活补贴、发放
贫困地区职校办学水平显著提升
勤工俭学补贴等多种方式， 为贫困学生
《报告》显示，2018 年
“
湖南省农村中 提供资助共计 17 亿元， 贫困学生 100%
等职业教育攻坚计划” 投入 8000 万元， 得到资助且资助幅度加大。 校企合作企
累计投入 2 亿元，先后帮扶 20 多个贫困 业提供的资助达 3206 万元，顶岗实习企
县的中职学校新校区建成并投入使用， 业发放的补贴生均 2789 元 / 月。
30 多个校园改扩建工程顺利完成。
2018 年，全省职业院校有贫困毕业
目前， 湖南省教育厅组织全省优质 生 34831 人， 其中 32605 人实现了当年
职业院校对口帮扶贫困地区 61 所职业 就业，当年就业率达 93.61%，高出全省
院校， 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为武陵山 职业院校毕业生平均当年就业水平 0.75
片区中职学校教师开展课堂教学能力提 个百分点； 全年成功申请贫困家庭学生
升专题培训， 显著提升贫困地区职校办 求职创业补贴逾 600 万元。 贫困毕业生
学专业水平。
平均就业起薪点达 3417 元 / 月，连续三

年增长，平均增幅 6.44%，绝大部分实现
了“
就业一人，脱贫一家”。
向贫困地区输送 4.2 万名人才
《报告》显示，2018 年全省职业院校
向贫困地区输送毕业生 4.2 万人。 同时，
培训了 12.7 万名劳动力、2.4 万名乡村
干部， 开展贫困地区农村实用技术培训
16.8 万人次，培训种养专业户、乡村企业
经营者、农庄（农场）主等致富带头人 3.5
万人。 450 名干部教师驻村帮扶，助力部
分贫困村整村脱贫，结对帮扶 3782 个贫
困家庭脱贫。
全省职业院校充分发挥各自的专业
优势和人才优势， 为贫困地区产业发展
提供技术支持。 《报告》显示，2018 年全
省职业院校选派 352 名“科技特派员”，
服务范围覆盖全省 51 个贫困县（含已摘
帽的贫困县）；科技攻关团队为贫困地区
产业（企 业）解决科技难题 287 个；为贫
困地区开展产业项目帮扶 477 项， 助推
贫困地区优势特色产业形成强劲发展势
头；积极开展“帮销帮售”
“以购代捐”，帮
助贫困地区企业和农户打通产品销路。

湖南今年高考报名人
数近 50 万人
近日，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了《湖南省
2019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生电子档案信息
采集方案》
（以下简称《方案》）的通知，正式启
动了 2019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生电子档
案信息采集工作， 今年所有考生的信息仍然
通过网上采集。
据悉， 今年湖南省高考报名人数近 50
万人，根据《方案》，考生的电子档案信息包
括高考报名信息、体检信息、优惠信息、国家
专项计划和高校专项计划招生资格信息、志
愿信息、成绩信息、考试诚信记录信息、高中
学业水平考试成绩信息、 综合素质评价信
息。 通过对信息的采集、转换、汇总，形成考
据湖南省教育考试院
生的电子档案。

斩金夺银
5 月 8 日，从
省发明协会获悉，
在刚刚结束的第

118 届 巴 黎 国 际 发
明展上， 我省送展
的 10 项 中 小 学 生
科技发明作品获得 2 枚金奖 3 枚银奖 5 枚铜奖， 其中， 雅礼书院中学的
“触 发 式 报 警 城 市 井 盖 ”在 获 得 金 奖 的 同 时 ，还 获 得 中 国 代 表 团 唯 一 的 特
别奖“巴黎市政奖”。 据悉，此次参展创我省历届参展最好成绩。 图为国际
评委（右二）在认真评审湖南青少年的发明作品。
胡宇芬 李启洪 摄影报道

教育部：毕业证发放
不与签约挂钩
2019 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达
834 万人，教育部 5 月 10 日发布《关
于进一步加强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
统计核查工作的通知》，要求各高校要
严格执行“四不准”规定，即不准以任
何方式强迫毕业生签订就业协议和劳
动合同，不准将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发
放与毕业生签约挂钩， 不准以户档托
管为由劝说毕业生签订虚假就业协
议，不准将毕业生顶岗实习、见习证明
材料作为就业证明材料。
通知说，各地各高校要公布本单
位的举报电话或邮箱。 各地毕业生就
业工作部门要牵头负责就业统计核
查工作，对举报就业统计数据弄虚作
假情况，要认真核查，一经核实要立
即整改。
教育部表示，将对毕业生就业状
况进行随机抽查。
摘自《北京青年报》

国家培养定向免费本科医生

湖南 385 个名额
教育部日前发布通知，2019 年中
央财政支持高等医学院校为中西部
乡镇卫生院培养订单定向免费五年
制本科医学生共计 6700 人， 专业包
括临床医学、中医学、蒙医学、藏医学
和傣医学。 其中，湖南 385 人。
《通知》明确，中央财政支持的免
费本科医学生订单定向招生计划在
有关学校的本科层次招生来源计划
中单列编制，计划性质为“国家免费
医学生”。 报考免费医学定向招生计
划的考生均须参加当年全国统一高
考，实行单列志愿、单设批次、单独划
线，只招收农村生源，在本科提前批
次录取。 生源不足时，未完成的计划
通过补征志愿方式从高分到低分顺
序录取，直至完成计划。
《通知》要求，有关省级教育行政
部门将本科免费医学生订单定向招
生计划纳入 2019 年度普通高等学校
年度招生规模，在不增加承担免费医
学生培养任务高校相应专业招生规
模的基础上调整招生结构。
摘自教育部网站

（上接 01 版）

来自安化县长塘镇的女孩刘可可
进队时， 由于同龄的队员已经训练多
年，再加上训练量很大，刚入队的一段
时间，她的训练有些掉队。 不服输的刘
可可每天训练完后， 一个人在羽毛球
馆跑楼梯、跳绳、对墙练习抽球、往返
跑。 功夫不负有心人，多年的磨练，刘
可可从基层体校进入了国家队， 最终
获得全国冠军。 这个从小山城里走出
去的冠军女孩， 她的每一步都凝聚着
她对梦想的热爱与执着。
一个小小的羽毛球， 悄悄地改变
着学生的成长轨迹， 他们有的走上了
更高的舞台，有的可能依旧默默无名。
“
成绩不重要，但从我们这里走出去的
孩子，都学会了坚持、勇敢、努力、不放
弃。 ”黄宇说，他们在汗水和泪水中明
白， 人生就像打出去的羽毛球， 有高
点，也有低点，“遇到困难，要像打羽毛
球一样把它打出去，决战到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