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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人社部、教育部、民政部联合印

发《关于做好高校毕业生城乡基层就业岗

位发布工作的通知》，推动各地多渠道、多

形式、多领域归集发布一批适合高校毕业

生就业的基层岗位。

《通知》明确了4项重点任务：一是广

开基层就业门路，结合乡村振兴、基层治

理、产业发展，用好各类资金、政策渠道，

积极开发各类基层就业岗位。及时归集

并动态发布本地基层机关事业单位、企业

等用工主体岗位空缺情况。实施好基层

服务项目，规范公益性岗位开发。二是规

范岗位招聘流程，按照“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有序组织开展招聘工作，合理安

排招录时间。招聘岗位向社会公开发布，

重点面向2022届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毕

业生进行招聘。三是落实相关扶持政策，

对到基层就业、企业吸纳就业、自主创业

和灵活就业、参加基层服务项目的，按规

定落实相关扶持政策，充分释放激励引导

效力。四是强化跟踪服务保障，对到城乡

基层就业创业的毕业生，做好档案转递、

社保缴纳、劳动权益维护等服务保障，畅

通后续成长发展渠道。对未就业毕业生

落实就业指导、岗位推荐、创业指导等就

业服务。

摘自《人民日报》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做

好2022年高考工作的决策部署，近日，教

育部对2022年高校招生录取工作进行部

署，要求各地各高校高效统筹疫情防控

和招生录取工作，加强组织领导，严格规

范管理，强化信息公开，确保招生录取公

平公正和平稳有序。

教育部要求，各地各高校要切实加强

对招生录取工作的组织领导，精心制定招

生录取工作方案，合理安排录取工作进

程。严格执行招生计划，严格落实招生政

策，严格遵守高校招生“十严禁”“30个不

得”“八项基本要求”等纪律要求。

教育部明确，各地各高校要切实加

强招生录取监督管理。认真落实国家、

省级、高校、中学四级信息公开制度，自

觉接受纪检监察部门及社会监督。招生

录取期间，向社会公开违规举报电话和

咨询电话，安排专人接访，及时妥善处置

招生信访问题。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

认真落实监管责任，会同教育纪检监察、

考试招生等部门组织开展招生录取专项

检查。对招生录取中的违规违纪行为进

行严肃处理。

教育部强调，各地各校要加大宣传

力度，做好政策解读、信息查询和温馨提

示等服务工作。各高校要坚持简约、节

约的原则制作录取通知书，避免铺张浪

费，认真做好录取通知书寄递等工作。

新生入学时，要严格按有关规定组织新

生入学资格复查，并通过信息技术等多

种手段严防冒名顶替。

据教育部官网

6月29日，湖南省直单位主管高

职院校划转省教育厅管理签约仪式

暨工作推进会在长沙召开，湖南省教

育厅与第一批5所涉改高职院校主管

单位签订移交备忘录和共建协议。

这标志着湖南省发改委、省工

信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

厅、省林业局等省直部门所属的湖

南理工职业技术学院、湖南有色金

属职业技术学院、湖南工程职业技

术学院、长沙环保职业技术学院和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等 5 所

高职院校，正式整建制划归省教育

厅管理。

省直单位主管高职院校管理体

制调整是湖南省委、省政府作出的重

大决策部署。湖南将按照“一体规

划、分批实施、先行试点、稳妥推进”

原则扎实推进后续改革工作，做到

“成熟一个、调整一个”，2023年6月底

前全面完成管理体制调整任务。

据湘微教育

本报讯（记者 王燕）2022年湖

南省高考招生录取工作将于7月8

日至 8 月 23 日进行。招生录取的

相关信息，考生可通过以下三种渠

道查询：一是网站查询：湖南教育

政务网（http://jyt.hunan.gov.cn/）、

湖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考生综

合信息平台（https://ks.hneao.cn）和

湖南招生考试信息港（http://www.

hneeb.cn）。二是手机APP查询：潇

湘高考。三是微信查询：“湘微教

育”微信公众号（ID：hnedugov）、

“湖南考试招生”微信公众号（ID：

hunan-zhaokao）。

高校招生目前全部实行网上

远程录取，录取工作组织规范、程

序严密、监管严格，系统自动按分

数、志愿进行投档，任何人无法实

现“低分高录”“指定录取”等操

作。对于无法通过上述方式查询

的招生信息以及一些天价志愿填

报指导等，考生和家长要保持高度警惕，

擦亮眼睛，谨防上当受骗。

7月1日，南华大学2022年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服务团来到隆回

县桃花坪街道小水塘村，志愿者们为村民送上防暑降温药品，并宣传防

暑降温注意事项。

曹正平 曾勇 摄影报道

(上接01版）

“从赛场选手表现来看，准备是相

当充分的，技术基础较扎实，也有很好

的现场应变能力。”在移动机器人赛项

上，获得裁判长称赞的殷理杰是湖南

铁道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名任课教师。

相比荣誉，殷理杰更看重的是每一次

比赛能收获大量教学“素材”。智能制

造、人工智能，看似“高大上”的课题，

最终都要服务于生产生活，课本里没

有提及的知识点，往往就“藏”在竞赛

实操中。

对接需求，架起技术到产业的桥梁
车窗关不上、雨刮器不启动、转向

灯失灵，这些让车主们烦恼的故障是

如何解决的？

在汽车技术赛项上，选手通过解

码器读取汽车故障，再借助万用表、试

灯锁定具体故障，通过设置机解除故

障。经过一系列“诊断”与“对症下

药”，车主们的爱车“恢复健康”。

“本次比赛模块包括电路设计、嵌

入式编程、原型板组装，考察的都是目

前企业急需的技能技术。拿电路设计

来说，要求选手要在满足电路优异性

能的同时，尽可能地优化成本。”在电子

技术项目赛场，裁判长黄鑫介绍，“比赛

科目既应用了世界职业技能大赛的相

关标准，又结合了行业企业的实际生产

要求，还融合了相关高校的课程知识内

容，充分考察了选手们的设计能力、知

识经验等综合职业能力。”

从焊工、中式面点师等传统职业

工种，到物联网、无人机技术应用等新

职业工种，记者了解到，本次大赛赛项

设置紧跟全省产业结构升级，既体现

现代产业发展需要又兼顾传统技艺传

承。各项比赛内容直接与国家职业技

能标准和企业技术发展水平接轨，给

全省技能人才提供展示技能、切磋技

艺的平台，展现新时代技能人才风采，

激励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一代走好

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大赛期间，同

步开展“技能中国

行 2022—— 走 进

湖南”系列活动，

包括技能成果展

示交流、绝技绝活

展演、优秀技能人

才宣讲报告会等。

严格遵守“十严禁”“30个不得”“八项基本要求”

确保高校招生录取公平公正和平稳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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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门联合印发通知

部署高校毕业生基层
就业岗位发布工作

送医药到田间

7月5日，教育部召开“教

育这十年 1+1 系列发布会”，

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普通高

中教育改革发展成效。数据

显示，截至2021年，全国高中

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 91.4%，

较 2021 年 提 升 6.4 个 百 分

点。全国普及高中阶段教育

目标，已基本达成。

91.4% 高中教育实现普及
在发布会上，教育部基础

教育司司长吕玉刚介绍了我

国高中教育阶段毛入学率情

况。从 2021 年数据来看，全

国普通高中总数达1.46万所，

在校生达到 2605.03 万人，分

别 比 2012 年 增 长 7.97% 和

5.59%，为更多适龄学生提供

了接受普通高中教育的机会。

2017年，在教育部发布的

《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攻坚计划

（2017~2020 年）》中提出，到

2020年，全国普及高中阶段教

育，适应初中毕业生接受良好

高中阶段教育的需求。目前，

已如期实现国家确定的普及

目标：2020 年，全国及各省

（区、市）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

率均达到90%以上；2021年，全国高

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进一步提高到

91.4%，比2012年提高6.4个百分点。

43% 大班额比例降幅明显
消除“大班额”，是教育部近年

持续关注和重点治理的问题。据介

绍，目前，高中阶段大班额比例大幅

下降，全国普通高中56人及以上大

班额比例由2012年的47.76%下降到

2021 年的 4.81%，下降了 43 个百分

点。

高中阶段硬件办学条件也不断

优化。全国累计新建改扩建普通高

中 4570 所，2021 年全国普通高中校

舍建筑面积达6.4亿平方米，比2012

年增加2.2亿平方米，增长52.35%。

50% 优质高中招生名额精准到校
在招生方式改革方面，十年来，

也取得了明显成效——中考改革有

序推进，推行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实

行毕业考试和升学考试“两考合

一”，减少考试次数。此外，增加“校

额到校”比例，将优质普通高中学校

50%以上招生名额合理分配到区域

内初中。招生秩序不断规范，推动

各地认真落实属地招生和公民办学

校同步招生政策。

据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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