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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公路、铁路、水路运输企业联合培养“大交通”人才

江苏3所交通职院试水“游学制”

本报讯 （记者 沈大雷 ） 作为

江苏省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试点 ，

近日， 南京交通高职教育联合体正

式启动 。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海事

职业技术学院

3

所高职院校， 与江苏

省交通运输厅及多家公路 、 铁路 、

水路运输骨干企业 “联姻”， 合作培

养现代交通运输业急需的 “大交通”

专门人才。

近年来，江苏省综合运输体系快

速发展，对具备公路运输、铁路运输、

水路运输知识和技能的复合型人才

的需求日益迫切。 作为南京地区著名

的交通运输类高职院校，南京交通职

业技术学院、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

院、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在办学特

色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各有偏重。 以培

养高素质高级技能型“大交通”专门

人才为目标，

3

所高校找到了开展办

学合作的“契合点”。

从今年起，

3

所高校将以交通物

流专业为试点， 实施 “轮流游学制”

人才培养模式。

2011

年新招的交通

物流专业学生， 第一、 第二学年在

本校完成公共基础课程、 物流管理

基础课、 本行业职业技能模块的学

习； 第三学年的第一学期， 在其他

两所学校进行游学， 第二学期， 在

公路运输、 铁路运输和水路运输领

域的企业进行生产性实习， 同时完

成毕业论文的撰写、 答辩工作。

此外，

3

所高校还将建立课程资

源共享平台 ， 逐步实现学分互认 、

教师互聘 、 学生互派 、 课程互选 、

资源共享， 并依托联合体的交通运

输企业， 开展校企合作， 实行工学

交替、 轮岗实训等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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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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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教育系统平安度汛

加强学校防汛防台的应急处置演练

本报讯 （记者 董少校 ） 汛期

已至 ， 上海市教委近日发出通知 ，

要求教育系统认真做好防汛防台工

作， 确保平安度汛。

通知要求，对没有检查过的地方

不放过，检查中发现隐患和薄弱环节

的不放过，造成隐患和薄弱环节原因

没有弄清楚的不放过，整改措施不落

实的不放过， 责任人不明确的不放

过，发生人为责任事故的责任部门和

人员没有处理的不放过，立足事前防

范，努力消除各类安全隐患。

上海要求， 各学校要在全面检

查的同时， 重点关注校内河道 （水

域）、 行道树、 防汛墙和水闸、 高空

构筑物和避雷设施， 以及各类防汛

物资贮备等情况。 各学校要加强对

防汛防台应急处置工作的培训和演

练， 积极向广大师生开展避险自救

知识的教育和宣传。

甘

肃

均衡示范高中招生名额

２５％

以上招生计划分配到普通初中

本报讯 （记者 冲碑忠 ） 记者

日前从甘肃省教育厅了解到， 为了

让 更 多 考 生 共 享 优 质 高 中 资 源 ，

２０１１

年， 省、 市级示范性高中学校

２５％

以上的招生计划要均衡分配到区

域内普通初中学校， 以后比例逐年

增加， 到

２０１５

年， 省、 市级示范性

高中学校

５０％

以上的招生计划要均衡

分配到区域内普通初中学校。

甘肃省现有高中学校

４５２

所， 其

中省、 市级示范性高中学校分别为

４８

所、

１１０

所。 长期以来， 许多示范

性高中招生名额过于集中于办学水

平较好的初中学校， 使得一些办学

水平不高的学校考生无法享受到优

质的高中教育资源。

黄达获中国金融

学科终身成就奖

本报讯 （记者 赵秀红） 首

届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日前

在京颁奖， 今年

86

岁高龄的中国

人民大学教授、 原校长黄达获此

殊荣。 据悉， 黄达是新中国金融

学教材与课程体系的主要奠基者

与引领者、 金融学科体系的主要

设计者和我国金融教育事业的主

要开拓者。

湖南高校百万

师生唱响红歌

本报讯 （记者 章仙踪） 日

前， 湖南高校 “党在我心中” 歌

咏活动举行了全省决赛和总结颁

奖。 据悉， 该活动在各高校以院

（系）、 班级为单位举行， 共发动

全省百万师生参与。 教师演唱形

式为独唱、 重唱、 小组唱和表演

唱， 学生演唱主要为合唱团比赛。

决赛共精选了

40

所高校的

99

个表

演节目。

放松需有度 考后莫放纵

编辑部：

2011

年高考刚刚结束，很多考

生立刻投入到各种娱乐活动中，通

宵上网或看电视、聚餐、

K

歌、旅游

等，都成为受考生青睐的活动。 对

承受着巨大压力及辛苦准备的考

生来说，高考结束后的放松无可非

议，但记者也发现一些考生在考后

狂欢中放纵过度， 轻者接连恶睡，

精神恍惚，或长时间沉溺于网络游戏

之中；重者挥霍浪费、酗酒闹事、寻找

刺激，有的甚至违法犯罪。

记者近日在采访中了解到，许多

考生频频赶场聚餐，而且每场都有多

名学生“喝高了”。 考后狂欢也让很多

考生成为“夜游神”，一些考生甚至在

微博“咆哮”：“我玩到半夜又怎么的！

我喝醉了又怎么了！ 高考完了就是要

狂欢！ ”此外，许多学生在高考后成为

散漫的宅男宅女，每天的内容就是睡

懒觉、上网、看电视、吃零食。 高考生

小庄告诉记者：“我经常参加同学聚

会，不过几场之后就乏了，内容都差

不多。 在家也就是上网睡觉，高考之

前光想着赶紧考完好好玩，结果考完

才发现自己没什么计划了。 ”

记者在此提醒考生，考后还有填

报志愿等环节需要考生参与，长时

间放纵“狂欢”有害无益。考生应调

节好考后心理， 避免过度宣泄，若

长期如此不利于考生的身心健康。

同时，考生最好找到一个适合自己

的放松方式， 如参加志愿服务等，

合理地度过这个假期。

■

记者 孙军 通讯员 丁玉洁

高

考

结

束

▲6

月

14

日， 武宁县清江乡汉桥村小学教师黄文华护送孩子们放学。

荩6

月

14

日， 在武宁县清江乡汉桥村， 回到学校开始上课的小学生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江西武宁

洪灾校复课

近日， 江西省武宁县清江乡因

连日暴雨引发山洪， 该乡学校被迫

停课两天。

6

月

14

日， 该乡

650

余名

中小学生全部恢复上课。

蒋德先 摄 （新华社发）

2011

基础教育国际

研讨会召开

本报北京

6

月

16

日讯 （记者

李凌） 北京市教委主办的

2011

基

础教育国际研讨会今天在北京工

业大学召开， 来自国内外的近

300

名教育官员、 中小学校长， 围绕

“学生课业负担与学业水平” 的主

题， 对学生课业负担现状、 减负

的政策策略和具体措施等问题进

行了研讨。

肖老师

4000818002 13809040367 13951652111

孙老师

010-82296869

jsmxkc@126.com jypx@edumail.com.cn www.jybpx.com.cn

北京市海淀区文慧园北路

10

号 中国教育报刊社

100082

为迎接建党

90

周年， 宣传展示全国各地教育创新发展的新成就， 中国教育报

刊社培训中心定于

2011

年

7

月

25

日至

29

日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召开全国 “教育成果

宣传与教师专业成长” 研讨会。 旨在帮助广大教育工作者解决向媒体投稿中遇到

的困惑， 发现典型经验、 展示优秀成果、 促进教师专业成长。

会议将邀中国教育报刊社领导以及 《中国教育报》、 《人民教育》、 《中国教

师报》、 《中国教育学刊》、 《创新教育》、 《小学语文》 等国内权威教育媒体的编

委、 主编、 主任与参会代表面对面交流研讨。

参会代表在报名时可提交教育教学理论研究与实践成果的文章或论文 （电子

文档）， 主办方择优向有关媒体推荐， 有代表性的文章将有机会被专家作为典型案

例现场研讨。

中国教育报刊社培训中心主办———

全国“教育成果宣传与教师专业成长”研讨会 通知

中国教育报刊社培训中心主办———

全国“教育成果宣传与教师专业成长”研讨会 通知

2011

年

7

月

25

日至

29

日 呼和浩特市

25

日报到，

26

日至

27

日大会，

28

日至

29

日教育考察（自愿参加）

上

海

解读高校毕业生就业新政策

四部门就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答记者问

据新华社北京

６

月

１６

日电 （记者

徐博） 近日， 国务院印发了 《关于

进一步做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

业工作的通知》， 就做好当前和今后

一个时期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提出

了新的政策措施和工作要求。 记者

１６

日就学习贯彻《通知》有关问题走

访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教育

部、财政部、公安部有关部门负责人。

鼓励中小企业吸纳

高校毕业生就业

问： 中小企业是吸纳高校毕业

生就业的重要渠道。 《通知》 在鼓

励中小企业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方

面有什么新规定？

答：《通知》在延续以往政策的基

础上， 进一步强调从资金、 贷款、贴

息、社保补贴等方面支持中小企业吸

纳高校毕业生就业。一是对招收高校

毕业生达到一定数量的中小企业，地

方财政应优先考虑安排扶持中小企

业发展资金，并优先提供技术改造贷

款贴息。二是对劳动密集型小企业当

年新招收登记失业高校毕业生达到

一定比例的，可按规定申请最高不超

过

２００

万元的小额担保贷款， 并享受

财政贴息。三是对企业招收就业困难

高校毕业生、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

会保险费的，按规定给予社会保险补

贴。此外，《通知》还提出一条新政策：

企业新招收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在

６

个月之内开展岗前培训的， 按规定

给予企业职业培训补贴。这一政策有

利于引导企业结合岗位需求对新招

用高校毕业生进行岗前培训。

鼓励高校毕业生自

主创业

问：自主创业是高校毕业生就业

的一条重要途径。《通知》在鼓励高校

毕业生创业方面出台了哪些新政策？

答： 引领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

不仅有利于实现自身就业， 还可创

造岗位， 具有倍增效应， 是扩大高

校毕业生就业的有效途径。 《通知》

除进一步强调落实好已有税费减免

等政策外， 还在小额担保贷款、 创

业培训以及办理落户等方面提出了

一些新的政策。 一是从事个体经营

的税费减免政策。 持就业失业登记

证从事个体经营的，

３

年内按每户每

年

８０００

元限额依次扣减其当年实际

应缴纳的营业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

教育费附加和个人所得税。 二是小

型微利企业的税收减免政策 。 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１２

月

３１

日， 对高校

毕业生创办的年应纳税所得额低于

３

万元的小型微利企业， 其所得减按

５０％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按

２０％

的税

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三是小额担保

贷款及贴息政策 。 《通知 》 规定 ，

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 可在创业地

申请小额担保贷款， 从事微利项目

的， 可享受不超过

１０

万元贷款额度

的财政贴息扶持。 这一政策一方面

明确了高校毕业生可以在创业地申

请贷款， 同时还将贷款额度从此前

的

5

万元提高到

１０

万元， 并明确从事

微利项目的， 中央财政给予全额贴

息 。 四 是 就 业 创 业 地 落 户 政 策 。

《通知》 规定， 各地应取消高校毕业

生落户限制， 允许高校毕业生在就

（创） 业地办理落户手续 （直辖市按

有关规定执行）。 五是创业培训补贴

政策。 《通知》 规定， 对高校毕业

生在毕业年度内参加创业培训的 ，

根据其获得创业培训合格证书或就

业、 创业情况， 给予培训补贴。

鼓励高校毕业生参

加就业见习和培训

问： 现在有一部分高校毕业生

报名参加政府部门组织的就业见习

和培训， 《通知》 在这方面有什么

鼓励政策？

答： 参加就业见习和技能培训，

是提升毕业生就业能力的有效途径。

《通知》 在进一步明确完善就业见习

管理要求的同时， 针对鼓励用人单

位积极参与见习活动、 支持毕业生

积极参加见习和培训提出了三条新

的政策： 一是见习期间基本生活补

助费用的支出和标准。 《通知》 进

一步明确， 见习期间基本生活补助

费用由见习单位和地方政府分担 ，

并要求各地根据经济发展和物价水

平， 合理确定和及时调整补助标准。

地方政府分担的见习基本生活补助

费用 ， 可从就业专项资金中列支 。

二是对见习单位的鼓励政策。 《通

知》 规定， 见习单位支出的见习补

贴相关费用， 不计入社会保险缴费

基数， 但符合税收法律法规规定的，

可以在计算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

额时扣除。 三是培训和鉴定补贴政

策。 《通知》 规定， 对高校毕业生

在毕业年度内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

根据其取得职业资格证书 （未颁布

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的职业应取得专

项职业能力证书或培训合格证书 ）

或就业情况， 给予培训补贴。

完善高校毕业生就

业服务

问：《通知》在完善高校毕业生就

业服务等方面提出了哪些新要求？

答： 加强就业服务是促进高校

毕业生就业的重要措施 。 《通知 》

在强调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 、

就业服务、 就业援助等工作的同时，

还提出了三个方面的新要求。 一是

开展就业失业登记。 《通知》 规定，

对已就业高校毕业生免费办理就业

登记， 对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可按规

定办理失业登记； 并要求建立就业

登记与劳动合同管理、 社会保险费

缴纳联动机制。 二是深化高校毕业

生就业制度改革 。 《通知 》 规定 ，

要按照就业促进法 、 劳动合同法 、

公务员法等的要求， 进一步深化高

校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 简化高校

毕业生就业程序。 三是促进高校毕

业生合理流动。 《通知》 规定， 高

校毕业生从企业、 社会团体到机关

事业单位就业的， 其参加基本养老

保险缴费年限合并计算为工龄。

2011

年全国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准备就绪

本报天津

6

月

16

日讯 （记者

张宝敏） 距离

2011

年全国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还剩

7

天， 记者今天从

天津市教委获悉， 目前， 大赛的

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本次大

赛由技能比赛、 展览展示和交流

研讨三部分组成， 涵盖

16

个专业

类别，

55

个项目。

解读

权威

广西忻城暴雨

１２所小学停课

据新华社南宁

６

月

１６

日电

（记者 李斌） 记者

１６

日从广西

忻城县委宣传部了解到， 因强

降雨袭击 ， 为确保师生安全 ，

当地

１２

所小学停课。

6

月

１５

日

１７

时至

６

月

１６

日

８

时， 广西忻城县大部出现大雨

到暴雨， 局部大暴雨， 学校遭

受不同程度洪涝灾害。 灾情发

生后， 忻城县迅速启动防灾应

急预案， 当地主要领导赶到灾

区救灾。 为切实做好学校师生

安全工作， 确保学生和教师的

安全， 当日忻城全县

１２

所小学

停课， 涉及学生

１２９０

人。

（上接第一版） 中组部和中国关工委

有关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北京教育系统关工委、中南大学

党委、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党委等在

会上作了经验交流发言。全国

30

个省

（区、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教育局和部分直属高校设立

了分会场。 各地党委教育工作部门、

教育行政部门、普通高等学校分管领

导、党建工作部门负责同志和关工委

负责同志，以及特邀党建组织员代表

出席了会议。 教育部关工委在京委

员，北京市教育工委、教委，在京普通

高等学校和部分高职院校党委有关

负责同志及关工委负责同志在主会

场参加了会议。

（上接第一版） 希望各大师范院校

深入探索 ， 不断总结经验教训 ，

继续努力提高教师培养培训水平，

吸引优秀人才投身教育， 使他们

能安心扎根基础教育一线， 成为

国家基础教育发展的栋梁之才。

明德师范教育奖励基金捐赠

人钟健国先生与中国国际文化交

流中心常务理事卢红生、 中国国

际文化交流基金会秘书长田克学

在仪式上签署了捐赠协议。

（上接第一版）

刘延东强调，党和人民对青年学

生寄予厚望，时代赋予青年学生崇高

使命， 希望广大青年学生坚定理想、

立志成才，刻苦学习、全面发展，投身

社会 、积极实践 ，见贤思齐 、奋勇争

先，把个人成长成才融入国家和人民

的伟大事业中，为国家现代化建设不

懈奋斗，真正成长为德智体美全面发

展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

班人。她要求各有关方面深入挖掘典

型， 积极宣传优秀大学生的先进事

迹，引导大学生崇尚典型、学习先进、

争当模范， 激励大学生励志自强、提

升素质、奉献社会，为大学生成长创

造良好环境。

刘延东还考察了北京交通大学，

充分肯定学校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为

国家现代化建设特别是交通事业发

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希望学校切实把

工作重点放在提高办学质量上，加强

特色和优势学科建设，提升人才培养

水平， 增强科学研究与服务社会能

力，积极开展高速铁路、城市轨道交

通等领域关键技术研发，在国家经济

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大学生要励志自强奋勇争先

努力成为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栋梁

高校特邀党建组织员视频会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