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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根据相关文件要求，由自治区
党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自治
区教育厅、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共同组织实施201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教师工作。 现面向社会
公开招聘中小学（含特教学校）和幼儿园
教师。

� 新疆学前双语特岗教师招聘简章

一、招聘对象
1.新疆户籍或生源的区内外全日制普

通大中专学校毕业生；2. 新疆全日制普通
高校内地生源毕业生；3. 参加在疆大学生
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服务期满（服务期一年
以上）且考核合格的志愿者；4.在疆“三支
一扶”服务期满和具有一学期及以上大学
生实习支教经历人员；5. 自治区农村双语
幼儿园不在编、已受聘在岗，享受自治区
财政工资补助教师；6.留疆战士配偶。

二、报考条件
1.26周岁及以下 （1989年1月1日及以

后出生）。
2.招聘岗位专业学历要求详见自治区

教育厅网站
（网址：http://www.xjedu.gov.cn）
3.村级幼儿园招聘岗位允许新疆生源

成人高等教育全日制脱产本专科毕业生
（含自学考试毕业生）报考。

4.招聘岗位汉语水平或普通话水平要
求详见招聘简章

（网址：http://www.xjedu.gov.cn）
5.具体岗位要求详见《2015年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公办学前
双语特岗教师岗位表》。

三、招聘岗位
均在自治区教育厅网站、自治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网站“教师招聘”栏目
上发布 （网址：http://www.xjedu.gov.cn）、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网站 （网
址：http://www.xjrs.gov.cn）公布。

四、招聘程序
（一）网上报名（2015年5月20日

16∶00-29日18∶00，北京时间，下同）
上网打印考试座位通知单和笔试准

考证时间：2015年6月23日10:00-27日10:00
（二）笔试
1.笔试时间
2015年6月27日10∶00-12∶00
2.笔试地点及笔试科目，笔试成绩详

见招聘简章。
（三）面试
1.面试时间：2015年7月19日-26日
2.面试地点：新疆师范大学。 具体面试

地点及有关要求， 请考生于2015年7月15
日起登录自治区教育厅、自治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网站或到地、州、市教育局
查询。

（四）公布总成绩（2015年7月31日）
（五）体检、政审（2015年8月3日-7日）
（六）公示（2015年8月14日-18日）
（七）公布拟聘用人员名单（2015年8月

19日）
（八 ）岗前培训 （2015年8月 23日-31

日）
（九）报到（2015年9月1日-10日）

201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面向
社会公开招聘双语特岗教师简章

一、招聘对象
1.新疆户籍或生源的区内外全日制普

通高校毕业生；2. 新疆全日制普通高校内
地生源毕业生；3. 在疆参加大学生志愿服
务西部计划服务期满 （服务期一年及以
上）且考核合格的志愿者；4.在疆“三支一
扶”服务期满和具有一学期及以上大学生
实习支教经历人员；5.留疆战士配偶。

二、报考条件
1.30周岁及以下 （1985年1月1日及以

后出生）；2.招聘岗位专业学历要求及招聘
岗位普通话和汉语水平要求及具体岗位
要求详见 《201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面向
社会公开招聘双语特岗教师岗位表》（网
址：http://www.xjedu.gov.cn）。

三、招聘岗位
《201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面向社会公

开招聘双语特岗教师岗位表》 通过自治区教
育厅网站 （网址：http://www.xjedu.gov.cn）、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网站 （网址：
http://www.xjrs.gov.cn）公布。

四、招聘程序
（一）网上报名（2015年5月20日16∶00-29日

18∶00，北京时间，下同）
上网打印考试座位通知单和笔试准考证

时间：2015年6月23日10∶00-27日10∶00
（二）笔试
1.笔试时间：2015年6月27日10∶00-12∶30
2.笔试地点、笔试科目详见
（网址：http://www.xjedu.gov.cn）。
3.7月9日公布笔试成绩，7月14日公布笔

试合格最低控制分数线。
（三）面试
1.面试时间：2015年7月19日-26日
2.面试地点：各地、州、市教育局。 具体面

试地点及有关要求，请于2015年7月15日起登
录自治区教育厅网站查询。

3.面试人员确定：
面试要求详见招聘简章
（网址：http://www.xjedu.gov.cn）
（四）公布总成绩（2015年7月31日）
（五）体检、政审（2015年8月3日-7日）
（六）公示（2015年8月14日-18日）
（七）公布拟聘用人员名单（2015年8月19

日）
（八）岗前培训（2015年8月23日-31日）
（九）报到（2015年9月1日-10日）

201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面向社
会公开招聘普通高中教师简章

一、招聘对象
1.新疆户籍或生源的区内外全日制普通

高校毕业生；2. 新疆全日制普通高校内地生
源毕业生；3. 非新疆生源的内地全日制普通
高校师范类专业毕业生；4. 在疆参加大学生
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服务期满 （服务期一年及
以上）且考核合格的志愿者；5.在疆“三支一

扶” 服务期满和具有一学期及以上大学生实
习支教经历人员；6.留疆战士配偶。

二、报考条件
1.35周岁及以下 （1980年1月1日及以后

出生）；
2.招聘岗位专业学历要求及具体岗位要

求详见 《201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面向社会
公开招聘普通高中教师岗位表》（网址：http:
//www.xjedu.gov.cn）。

三、招聘岗位
《201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面向社会公

开招聘普通高中教师》 通过自治区教育厅网
站 （网址 ：http://www.xjedu.gov.cn）、自治区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网站 （网址：http://
www.xjrs.gov.cn）公布。 招聘普通高中教师，
定编定岗在招聘学校。

四、招聘程序
（一）网上报名
（2015年5月20日16︰00-29日18︰00，北

京时间，下同）
报名采取网上报名方式进行。 考生可通

过自治区教育厅网站报名， 并下载 、 打印
《201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面向社会公开招
聘普通高中教师报名表》。

（二）资格审查及现场信息采集（2015年6
月2日-9日） 详见 （网址：http://www.xjedu.
gov.cn）。

上网打印考试座位通知单和笔试准考证
时间：2015年6月23日10∶00-27日10∶00。

（三）笔试
1.笔试时间
2015年6月27日10∶00-12∶30
2.笔试地点
在新疆全区13个地、州、市和奎屯市设立

笔试考点，具体考试地点详见笔试准考证。考
生可自行选择笔试考点。

3.笔试科目
笔试科目1门，包括综合知识测试和学科

专业知识测试两部分。 详见 （网址：http://
www.xjedu.gov.cn）。

笔试时间150分钟，满分150分，其中：学

科专业知识测试120分，综合知识测试30分。
4.笔试成绩及笔试合格最低控制分数线

公布
自治区教育厅、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根据笔试成绩总体情况，按不同学科分别
划定笔试合格最低控制分数线。笔试成绩作为
入围面试排名和计算总成绩的依据。笔试成绩
不合格者，不得参加面试。 7月9日公布笔试成
绩，7月14日公布笔试合格最低控制分数线。

（四）面试
面试时间：2015年7月19日-26日。
面试要求详见招聘简章
（网址：http://www.xjedu.gov.cn）
（五）公布总成绩（2015年7月31日）总成

绩计算方法： 总成绩=笔试成绩×50%＋面试
成绩×50%。 面试成绩不合格的考生不计算总
成绩。

（六）体检、政审（2015年8月3日-7日）
（七）调剂（2015年8月9日-12日）详见招

聘简章（网址：http://www.xjedu.gov.cn）。
（八）公示（2015年8月14日-18日）
（九）公布拟聘用人员名单（2015年8月19

日）
（十）岗前培训（2015年8月23日-31日）
（十一）报到（2015年9月1日—10日）

201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面向社
会公开招聘特殊教育学校教师简章

一、招聘对象
1.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
2.留疆战士配偶。
二、报考条件
1.30周岁及以下 （1985年1月1日及以后

出生）
2.招聘岗位专业学历要求及招聘岗位普

通话和汉语水平要求和招聘岗位教师资格要
求，以及具体岗位要求详见《2015年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特殊教育学校教
师岗位表》（网址：http://www.xjedu.gov.cn）。

三、招聘岗位
详见 《201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面向社

会公开招聘特殊教育学校教师岗位表》 通过

自治区教育厅网站 （网址：http://www.xjedu.
gov.cn）、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网站
（网址：http://www.xjrs.gov.cn）公布。

四、招聘程序
（一）网上报名（2015年5月20日16∶00-29

日18∶00，北京时间，下同）
上网打印考试座位通知单和笔试准考证

时间：2015年6月23日10∶00-27日10∶00。
（二）笔试
1.笔试时间
2015年6月27日10∶00-13∶00
2.笔试地点及笔试科目，公布笔试成绩时

间详见招聘简章
（网址：http://www.xjrs.gov.cn）
（三）面试
面试时间、面试地点详见招聘简章
（网址：http://www.xjedu.gov.cn）
（四）公布总成绩（2015年7月31日）
（五）体检、政审（2015年8月3日-7日）
（六）公示（2015年8月14日-18日）
（七）公布拟聘用人员名单（2015年8月19

日）
（八）岗前培训（2015年8月23日-31日）
（九）报到（2015年9月1日-10日）
监督及其他要求
招聘工作要自觉接受自治区各级纪检、监

察机关、 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确
保招聘工作公开、公平、公正。参与招聘工作的
所有人员，要严格执行规定的程序和原则，实
行公务回避。 对违反规定的，视情节轻重，给
予党纪、政纪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
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对违反规定的
考生，取消其考试资格；已被聘用的，取消其
聘用资格。

相关事项
本《简章》规定的时间、地点或其他事项，

如有变化，另行通知。
本《简章》由自治区教育厅、自治区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负责解释。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厅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2015年5月19日

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历届双选会掠影： 你不知道的故事
南国五月， 又到了“人才招聘

季”。 青春校园里的双选会发生过
许多有趣的事情， 我们一起来看看
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历届双选会
上发生的故事。

2012年： 马鞍山市建诚集
团副总跨省招贤 现场开出12万
元年薪

由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举办的双选
会是区内建设行业极具影响力的人才招聘
盛宴。2012年双选会上，校园主干道上人头
攒动、热闹异常。不少学生在马鞍山市建诚
集团招聘位前驻足。原来，该集团为毕业生
开出的工资最高达到年薪12万元！

集团副经理叶青说， 他们从广西人
才市场网站上获知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
院即将举行双选会的消息后，11月9日下
午， 立即组织人力资源部等相关负责人
乘机从安徽赶赴南宁参会。年内，该集团
在中东地区就有5个工程项目将开工建

设，急需储备项目施工管理等后备人才。
他们认为，该学院的学生能吃苦，整体素
质也很高，所以再次选择来此招聘人才。

笔者在现场看到，该集团的招聘简介
上明确注明了项目管理的岗位工资标准：
前3个月月薪为人民币5000元；3个月后，月
薪调整为7000元基本工资+3000元绩效工
资。 叶青介绍说，如果聘用人员表现良好，
进入企业中层，年薪可达30万元！

据全国著名的第三方教育质量评
估机构麦可思公司2012年对该学院人
才培养质量评估结果表明：2012年该院
毕业生工作一年后实际月收入高于本
省同届同类院校收入差距达2/5幅度，毕
业生工作与专业相关度比本省同届院
校高28个百分点， 毕业生对母校的总体
满意度为94%， 比全国高职院校高11个
百分点。

2013年： “校企合作专
区” 单位成优选“婆家”

2013年的校园双选会上， 不少企业

展位前挂着 “校企合作理事单位” 的红
色横幅。 随着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校
企合作不断推向深入 ， 双选会设立了
“校企合作专区” 服务相关单位， 校企
合作理事单位成 “座上宾”。

据了解 ， 由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
院牵头 、 建设行业的政府主管部门 、
企事业单位 、 行业协会等单位共同组
成的 “校企合作发展理事会 ” 于2011
年成立 。 校企合作发展理事会为政 、
企 、 学三方联动培养高素质 、 “成品
型 ” 建筑人才建立交流平台 。 在此机
制下 ， 校企合作理事会理事单位企业
深入到学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中 ， 包括
招生 、 教学 、 实训 、 就业等 。 更体现
企业社会责任感 ， 更关注人才培养和
使用的校企合作理事单位 ， 在今年校
园双选会上得到应聘学生的认可 ， 成
为他们心中的优选 “婆家”。

张同学表示 ， 校企合作理事单位
关注人才培养 ， 相信规模和管理会
更上一个层次 ， 他因此会优先参加
理事单位的招聘报名 。 “我的师兄

现在就在校企合作的单位上班 ， 据
说单位规模不错 ， 所以我今天希望
能在校企合作单位找到一份会计工
作 。” 周同学说 。

据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招生就业
处负责人介绍： 依托校企合作发展理事
会工作平台， 该院共建校外实训实习基
地206个、 校内生产性工作室18个， 实
现产值超过1200万元。 该院70%以上的
学生均能在校企合作理事会成员单位实
习实训， 50%以上的学生在专业实习项
目承包企业就业。 毕业生专业对口， 收
入和待遇令人满意， 实现了各方共赢的
高质量就业。

2014年： �“永不落幕”
的校园双选会获用人单位点赞

“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还有一个
‘不落幕 ’ 的双选会 ！” 用人单位这样
说 。 原来 ， 学院为更好服务于用人企
业， 成立了人才招聘QQ群， 并通过手
机微信公众号 、 校园招生就业网等方

式， 发布招、 应信息。
广西一建建安分公司于 2014年 3

月急招资料员、 预算员数名 。 公司经
理李云霞在 “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
院人才招聘QQ群 ” 发布了招聘信息 。
很快 ， 李经理便收到了 10份专业对
口的简历 。 她从中挑选了数人面试 ，
并决定和建院学子梁亮同学等人签订
协议。

李经理说 ， 平时一建建安分公司
招聘员工主要通过总公司完成的 。 此
次事情紧急 ， 无法走常规流程 。 加上
招聘人数不多 ， 也不便安排专场招聘
会。 网络QQ群成了他们的 “网上双选
会”。 没想到， 从发布信息到招聘到理
想人员 ， 前后才用了两天时间 ， 效率
非常高！

据了解， 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以
“厚德、 励学、 敦行” 为校训， 坚持走
质量立校、 特色办学的内涵发展道路，
在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方面做了许多有益
尝试， 形成了 “服务行业、 两翼齐飞、
三元并举、 四维融合” 的办学特色， 综

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 培养了
全国诚实守信道德模范牙高峰、 中国500
强企业广西建工集团总经理邓绍超等一
批优秀学生。 麦可思公司2013年度调查
报告显示： 学院毕业生 “毕业后半年的
总体就业率为94.7%， 高于全国高职院
校 4.3% ” ， “受雇全职工作的比例为
84.5%， 比全国高职院校高1.5%”， “无
工作、 继续寻找工作的比例比全国高职
院校低3.7%”。

学院在就业工作中推行的 “一把
手工程 ” 以及经多年探索形成的 “全
程化 、 全员化 、 信息化和专业化 ” 的
就业指导工作机制不断提升其就业竞
争力， 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近3年毕
业生初次就业率为97.1%， 毕业生就业
率连续10年位居广西全区高职院校前
茅 ， 2003年荣获 “广西壮族自治区就
业先进工作单位 ”， 连续九年荣获广西
全区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 。
毕业生到基层建功立业蔚然成风 ， 近
10年来， 学院90%以上的毕业生都在基
层工作。

让每个希望都长成参天大树
“当你迈进这块诞生奇迹的土

地， 面临着一个全新的开始， 在这片
土地上， 每一个希望都能发芽， 每一
个梦想都能开花。” 这是育才高中罗
平安校长对新生入学的殷殷寄语。

走进武穴市育才高中， 这里的面
积不是很大。 学校创建于1994年， 是
武穴市教育部门直辖的一所城区公办
普通高中， 是中央教科所研究性学习
基地实验学校。 20年间， 学校师生发
扬 “自强不息， 争创一流” 的育才精
神， 使学校不断发展壮大。 学校连续
17年获得黄冈市教育教学质量优秀
奖、 特别优秀奖。 先后被授予 “湖北

省中学整体改革实验学校、 省高中办
学模式改革试点学校、 省德育改革试
点学校、 黄冈市示范高中、 市现代教
育技术实验学校” 等多项殊荣。

多年来， 学校确立了以 “不求人
人升学， 但求个个成才” 为宗旨， 引
导学生多元化成长、 多样化成才， 让
每个梦想都伴着多彩一起飞翔。 据罗
平安校长讲， 每年夏季来临， 炎热依
旧， 但惊喜如一缕清风： 学校每天都
会接到来自全国各大学向育才学子抛
出的橄榄枝， 大学录取通知书一个接
着一个， 那种忙碌与喜悦是对育才人
的最好肯定， 也是对每一名育才学子
的最好回报！

被天津大学录取的学生饶洁宇这

样写道： 拿到大学通知书的那一刻，
母校生活的点点滴滴浮上心头， 刚入
校时， 因基础差丧失了信心。 是老师
的鼓励、 细心的帮助、 耐心的指导，
使我实现了大学梦。 现在还清晰地记
着高三下学期， 自己获得了二级运动
员证书， 为高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后来果然被重点大学录取， 这种感恩
令我终生难忘。

老师们说， 像饶洁宇这样的学生
还有很多。作为普通高中的育才高中，
生源明显处于劣势， 学校针对普高的
实际审时度势地提出了“小步子、快节
奏、多反馈、分层次、强落实”的教学方
略，对每一名学生不抛弃、不放弃，为
每个学生量身定做成长、成才计划，帮

助每一个学生获得最大的进步， 这是
育才人不懈追求的崇高目标！

让每个梦想都变成现实
为使学生都能够成人成才， 育才

高中又明确提出了“合格+特长=优秀”
的教育思想，为学生提供多样化的成才
之道。每年学校通过特长考试进入一本
的学生占特长生的45%以上，进入二本
的达87%以上，三本达线人数更多。 在
该校， 数以万计的育才学子通过特长
考试敲开了高等学府的大门。

育才高中真正把 “不求人人升
学， 但求个个成才” 的宗旨， 内化为
“创造适合学生发展的教育” 的办学
理念， 使一批又一批的学子实现了人

生的梦想。 学校自建校以来， 育才高中
高考升学率逐年上升， 向全国各大高校
输送了15000多名优秀毕业生。 如朱丽
芬同学走进了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 王
俊、 刘锦希、 秦浩秘等同学走进了中国
美术学院； 柯敢攀同学以优异的成绩考
取了北京大学。

一批又一批学子的梦想成真， 充分
显示出了武穴市育才高中创造适合学生
发展的教育的强大生命力。 同时， 更加
证明了这所学校为学生的前途负责， 为
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基， 运用适合学生发
展的教育， 为学子铺设了一条多样化的
成才之路， 让他们在育才高中这片沃土
上伴着梦想飞翔……

（王汉中 周文亮）

让梦想伴着多彩一起飞翔
———湖北省武穴市育才高级中学实施素质教育纪实

3月5日，正值“学习雷锋纪念日”期间，我
们在湖北省武穴市育才高中见到了这样的场
景：一阵“叮铃铃……”的铃音响起，正在工作
的罗平安校长拿起电话，只听对方欣慰地说：

“今天的5名同学太能干啦！ 真让我们十分感
动！孩子们到社区一户孤寡老人家，为老人打
扫房间卫生、拖地板、擦玻璃、洗衣服，还为老
人剪指甲、 洗脚， 又到菜市场买来新鲜的蔬
菜，为两位老人做了可口的饭菜……”

原来这是武穴育才高中社会实践基
地———西菜园社区打来的电话。学校自2013
年开始， 与西菜园社区联合组织学生每月
开展1～2次的社会实践活动以来，一批批的
学子走进社区、走进社会，践行“爱国、敬
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彩
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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