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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高校质量报告“质量”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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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看点

陆良县及时调查撤销开除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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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关注

广东科技学院高薪诚聘英才

广东科技学院是经国家教育部门批准设立的全日

制普通本科院校，坐落在发达的珠三角城市———广东省

东莞市南城区。现开设

29

个本、专科专业，全日制在校生

11000

余人。 根据发展需要，现面向全国高薪诚聘英才。

一、招聘岗位及要求

（一）专业负责人：教授职称，

60

岁以内，在本领域有

较高的学术造诣和丰富的科研成果， 能够承担学科、专

业建设任务，年薪

18

万元

-28

万元。

需求专业：汽车服务工程、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物

联网工程、网络工程、市场营销、物流管理、财务管理、金

融工程、英语、服装设计与工程。

（二）专任教师：具有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高校

讲师及以上职称，具备较强的教学和科研能力，年薪

8

万

元

-16

万元。

需求专业：请登录我院主页

www.gdst.cc

“人才招聘”

栏查询。

二、相关福利

提供住房（专业负责人三室一厅），按国家规定缴纳

社保、住房公积金，符合条件者办理入户东莞，协助解决

子女入学等。

三、应聘办法

应聘者请以信件、电子邮件等方式，提交个人简历、

相关工作及学历证明材料、科研论文、学术专著和获奖

材料等到我院人事处。

四、联系方式

地 址：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西湖路

99

号

广东科技学院人事处

邮 编：

523083

联 系 人：唐老师 张老师

电 话：

0769-86211880 86211889

E - mail

：

gdkjxy@sina.com

网 址：

www.gdst.cc

家长陪考建议：

□包容孩子情绪波动， 陪考心态

调整好

□创造安静复习环境， 后勤尽心

保障好

□督促孩子考前准备， 考后安慰

不能少

信息服务

关注2013

铺就教育交流“双向车道”

———复旦大学国际化办学采访纪行

■

本报记者 董少校 唐景莉

初夏的复旦校园， 草木葱

茏， 环境安谧。 校园西南边有座

古典牌楼式老校门， 虽不具备通

行功能， 但还是吸引着学子们的

关注。 将要出国留学的学生会来

看一看， 在这里留下一份牵挂；

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也会来看

一看， 在这里感受这所中国人创

办的第一所私立大学悠久的文化

传统。 古老的校门默然矗立， 见

证着复旦大学的发展与变迁。

近年来， 复旦大学持续推进

国际化办学战略， 与国外大学开

展学术交流， 拓展人才培养的形

式和内涵。 在有力的政策引导和

资金支持下， 一批批本校学生走

出去访学交流， 一批批留学生走

进来研修学位， 学校搭建起七彩

缤纷的国际交流之桥， 多元化、

国际化的学习氛围蔚然形成。

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朱之文表

示： “当今多元文化的国际背

景， 让复旦学子有更多的机会参

与国际竞争。 我们要适应国家走

出去的创新转型发展需要， 推进

经济、文化的双向交流，更多地把

学生派出去， 更多地传播中国经

验。我们的志向是‘高端介入’，争

当对外交流合作的桥头堡！ ”

留学生教育从重数

量向重质量转型

安琪， 复旦大学国际经济贸

易系大三学生， 一名热情大方的

俄罗斯姑娘， 来中国已4年多的

她说得一口流利的汉语。 安琪有

一个梦想： 回国创办阿里巴巴那

样的电子商务网站， 做俄罗斯的

“女马云”。

“作为留学生， 我觉得在复

旦学习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周

围的任课老师、 辅导员、 同学都

很关心我， 帮我从比较正确的角

度接受发生的事情。” 安琪非常

享受在复旦大学的学习过程。 她

是学校国标舞蹈协会会长， 学习

之外十分活跃， 4月中旬还参加

了“留动中国———在华留学生阳

光运动文化之旅” 的比赛。

像安琪这样在复旦留学的外

籍学生， 包括学历生和非学历

生， 2012年共有6952人次。 不

论绝对数量还是学历生数量， 在

全国高校都名列前茅。 但留学生

数量并不是复旦大学开展国际化

办学的唯一追求， 2011年， 复

旦留学生为7115人， 单从人数

看， 似乎还有减少的趋势。

“这几年， 我们的留学生教

育从注重数量向注重质量转型，

着力提高学历生的比例， 学历生

中增大研究生的比重。” 复旦大

学留学生工作处处长杨增国介绍

说， 在2012年的6952名留学生

中， 42%是学历生， 硕士研究生

和博士研究生超过1000人， 较

前一年度增长了11%； 像安琪这

样的本科生则有1915人。

复旦大学提高留学生层次的

一大举措是全英文授课。 要吸引

欧美国家的学生来中国学习， 仅

靠语言生还不够， 语言关需要一

两年才能过， 必须开设全英文授

课的课程，提高他们的留学兴趣。

目前，复旦有15个全英语授课硕

士项目，如中国政治与外交、中国

经济等， 本科层面则有全英语授

课的临床医学，每年招收40名学

生。 2012年，复旦一共开设了全

英语课程181门次， 其中国家级

双语示范课程有5门， 上海市级

示范全英文课程有8门。

针对当前留学生中学历生

少、 理工科学生少的状况， 复旦

大学采用灵活机制， 对于学有专

长的学生， 研究生院与留学生工

作处合作， 制定专门的培养方

案。 药学院、 信息学院去年招收

了用英文授课的博士研究生， 分

别来自荷兰和泰国。 “如果按部

就班， 这两个方向的学生可能读

不了复旦博士， 或者进来了也不

能毕业， 但我们既坚持基本的培

养要求， 又在具体的教学、 考核

方式上加以变通， 给他们创造了

更好的接受高水平学历教育的条

件。” 杨增国说。

创造机会让学生走

出去

迎进来、 送出去， 这是高校

培养国际化人才的两面。 复旦大

学与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0多所

境外大学和科研教育机构签署了

300多份交流协议， 与境外195

所大学开展学生交流， 出国访学

的学生人数逐年上升。

（下转第十一版）

教育部提醒考生

认真了解考前注意事项

要求各地加强高考综合服务保障

本报北京6月5日讯 （记者 焦新） 记者今天从教育部获悉，

2013年全国统一高考即将于6月7日至8日举行， 部分省由于考试

科目设置不同， 9日仍安排有考试科目。 今年全国高考报名考生

共912万人。 教育部要求各地加强高考综合服务保障， 并提醒广

大考生认真了解考前注意事项。

教育部要求，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招生考试机构要以考生为

本， 积极会同有关部门提高管理服务水平， 一是加强综合服务保

障，在考场布置、后勤保障、安全管理等方面营造良好环境；二是要

积极创造条件，为特殊困难考生提供更具人性化的特殊考试服务；

三是要启动天气和地质灾害应急处置预案，保证考试顺利进行。

教育部提醒广大考生，要认真了解并熟知《考生须知》，仔细核

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以及需要携带的有关证件和必备考

试用具，提前到达考点。 要注意遵守考试规定，不要携带规定以外

的物品进入考场。 鉴于近日多地降雨，教育部提醒考生和家长，要

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和交通预报，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

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显示———

2012年“诞生”585条新词

“中国梦”“美丽中国”成热词

本报北京6月5日讯 （记者 梁杰） 教育部、 国家语委今天

发布的 《2012年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 显示， 2012年， 共有

585条新词“诞生”， 其中， “中国梦”、 “美丽中国” 等成为热

词， 并迅速进入社会语言生活， 传递着社会正能量。

报告指出， 提高国民语言能力已成为社会共识， 在提升国民

语言应用能力方面， 教育承担了奠基开路的作用， 通过完善学校

课程体系以及建立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用能力测评体系等手段，

增强了全社会对语言文字学习的重视程度。

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等单位举办的“汉语盘点

2012” 活动评选出的年度字、 年度词， 国内字词为“梦”、 “钓

鱼岛”， 国际字词为“衡”、 “选举”。 另外， “中国好声音”、

“莫言热”、 “最炫民族风”、 “你幸福吗”、 “十八大” 等成为

2012年的高频词汇。

报告还显示， 随着社会和人们观念及关注点的变化， 前几

年特别热门的“∽族、 ∽哥、 ∽门、 被∽” 词语群在2012年数

量减少。 最能体现2012年度社会生

活特点的词语模式是“最美∽、 中

国式∽、 房∽、 末日∽”。

河南13所省直民办

职业培训学校不合格

本报讯（记者 郭炳德） 记

者日前从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获悉， 河南2012年省直

民办职业培训学校年检， 共有

13所学校不合格。

据介绍， 根据省直民办职业

培训学校提供的年检材料， 结合

招生简章(广告)审核备案工作情

况，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对省直各民办职业培训学校的

办学情况进行了审查。 根据审查

情况， 确认河南特安职业培训学

校等13所学校为不合格单位。

年检不合格单位自通知之日起限

期整改一个月， 仍不合格的将吊

销办学许可证。

13所年检不合格学校为：河

南特安职业培训学校、 河南力源

职业培训学校、 河南金桥职业培

训学校、河南文达电脑学院、河南

华盛职业培训学校、 河南豫石珠

宝职业培训学校、 河南慧琳美容

美发学校、 河南方圆职业培训学

校、河南环球职业培训学校、河南

学苑职业培训学校、 河南众诚职

业培训学校、 河南大成职业培训

学校、河南智富职业培训学校。

今年河北、辽宁、江苏、湖北等十几个省份首次“试水”

异地高考：第一缕阳光照进现实

本报北京6月5日综合消

息 今年是异地高考政策颁布

实施第一年， 外来务工人员随

迁子女参加考试的情况牵动人

心。 根据各地公布的方案， 今

年有河北、 辽宁、 江苏、 湖

北、 安徽、 黑龙江、 吉林、 浙

江、 湖南、 河南、 重庆、 云南

等十几个省份首次“试水” 异

地高考。 高考在即， 记者对部

分省份异地高考的实施情况进

行了采访。

平稳推进：

未现大规模报考潮

从报名情况看， 此前社会

担心的异地考生大规模涌入的

情况并未出现。 记者从江苏省

教育考试院获悉， 江苏今年有

45.1万人参加高考， 仅有347

名来苏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报名

参加高考， 占全省高考报名人

数的0.08%。

同样， 黑龙江省务工人员

随迁子女255人报名参加高

考，占总数的0.1%。 湖北省共

有43.8万人报名参加高考，其

中219人为外省在鄂就读考

生。 而河北今年只有86人外省

籍考生选择在河北参加高考。

今年实施异地高考的省份

大多采取了较为宽松的准入政

策。 如河北省只要外省籍考生提

供父母经常居住地两年以上高中

学籍证明、 家长就业失业登记证

和居住证的随迁子女， 即可申请

在冀参加高考。 江苏省因为对考

生父母的资格条件宽松， 被网友

称为“最大方的异地高考方案”。

“前期调研时， 符合江苏省

2013年异地高考政策和条件的

外省随迁子女估计有四五千人。”

江苏省教育考试院相关负责人认

为， 报名人数不多， “主要是江

苏高考方案和外地不大一样， 外

省学生在江苏参加高考未必能够

占便宜。 此外， 江苏的基础教育

实力较强， 教育水平和教育质量

都比较高， 考生在江苏接受了良

好教育回户籍所在地参加高考，

反而可能会具有一定的优势。”

河北省教育厅有关负责人则

表示， 河北多年来一直是高分大

省，高考竞争激烈，因此只有高考

录取控制线与河北接近的几个省

的考生会选择在河北报考。 此次

在河北报名参加异地高考的考生

以浙江、江苏、山东、河南为主。

据湖北武汉一所重点高中负

责人分析， 今年异地高考报名时

间晚于普通高考正常报名时间也

是人数偏少的原因， 一些外省考

生已经回到户籍地报名参加高

考。 （下转第十一版）

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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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是浙江省出台异地高

考政策的第一年， 共有984名外

省籍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成为

“同省同待遇” 的首批受益者，

浙江对随迁子女严格执行同等待

遇政策， 录取时一视同仁。

▲6月4日， 浙江诸暨高级中

学的外地随迁子女拿到了参加浙

江高考的准考证。

荨6月4日， 浙江诸暨高级中

学安徽籍随迁子女展示准考证。

骆善新 摄

第三次工业革命需要

创新创造创业的人

本报“中国梦与我们的使命”主题活动走进湖北高校

本报武汉6月5日讯 （记者 唐景莉 黄兴国 通讯员 田

业胜） 6月4日和6月5日， 中国教育报“中国梦与我们的使命”

大型主题活动在武汉大学和武汉理工大学华夏学院举行， 国务院

参事、 友成基金会副理事长汤敏就第三次工业革命和教育领域发

生的革命做了报告。

汤敏在报告中指出， 第三次工业革命将使生产走出大批量制

造的时代， 取而代之的是小规模地生产少量但多样化的产品。 可

以说， 第三次工业革命需要创新创造创业的人， “我们已经被第

一次工业革命、 第二次工业革命甩出去了， 所以一定要抓住这个

历史性的机遇”。

在互动环节， 武汉大学2011级学生钱弯弯首先提问： “开

放式教育与应试教育是否存在冲突， 如何看待它们之间的关系？”

汤敏回答说： “开放式教育也需要考试， 它们之间并不矛盾。 开

放式网络教育可以拓宽教育领域， 为学习者提供更多的选择， 是

一种低成本高质量的教育方式。” 此外， 汤敏还回答了学生提出

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是否会带来数字鸿沟”、 “人才是否会成为

技术的附庸” 等问题。

高考期间全国多地降雨

气温较为适宜

气象专家提醒考生避免因降雨延误考试

据新华社北京6月5日电 （记者 林晖） 一年一度的全国高

考即将来临， 来自中央气象台的预报显示， 高考期间我国大部地

区多降雨天气， 气温较为适宜， 有利于考生静心应考。

中央气象台预计， 高考期间中东部地区将有一次大范围降雨

天气过程，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江南北部、华南北部局地大暴雨，

并伴有雷电、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随着雨水的到来，南方大

部气温将明显下降，西北地区东部等地的炎热天气也将有所缓解。

气象专家提醒，各地考生及家长需密切关注当地天气预报，避

免因降雨天气造成道路拥挤堵塞而延误考试， 并注意防范短时强

降雨、雷电、大风或冰雹等天气对出行安全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