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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见证教育的无限可能……
Education Guide

四川省今年高职专项扩招3-4万人
招生对象扩大到“八类群体”

本报讯（记者 钟兴茂 陈朝和）10
月9日，四川省2020年高职扩招专项

工作新闻通气会在成都召开，对今年

我省高职扩招的基本情况、工作思

路、相关政策等情况进行了详细介

绍。据悉，按照教育部要求，我省将

再下达3-4万高职扩招专项计划，招

生对象进一步扩大。省委教育工委

委员，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澜

涛参加会议。

会上，张澜涛通报了我省高职扩

招专项工作基本情况，并解读了《四

川省 2020 年高职扩招专项工作方

案》的政策要点。此外，会议还就开

展落实好高职扩招专项工作，作了安

排部署。

据介绍，《四川省 2020年高职扩

招专项工作方案》由教育厅、省发展

改革委、经济和信息化厅、财政厅、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农业农村厅、

省卫生健康委、退役军人事务厅和省

总工会 9部门联合印发，对我省高职

扩招专项工作进行了具体部署。据

悉，截至 9 月底，普通高校在川录取

高职（专科）33.1 万人。按照教育部

的要求，我省将再下达3-4万高职扩

招专项计划。同时，高职扩招专项工

作招生对象进一步扩大，在去年招收

“四类人员”（退役军人、下岗失业人

员、农民工、高素质农民）基础上，今

年将招生对象扩大到“八类群体”，新

增企业员工和基层农技人员、基层幼

儿教师及“一村一幼”辅导员、基层医

疗卫生人员的在岗群体。

针对这“八类群体”不同特点和

受教育状况，考试形式也进一步丰

富，对于在岗基层幼儿教师和基层医

疗卫生人员，由高校按照“文化素

质+职业技能”的方式组织进行，对

于退役军人、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

高素质农民、企业员工和基层农技人

员，由高校组织与报考专业相关的职

业适应性测试或职业技能测试。同

时，对已经取得相关职业资格（职业

技能等级）证书的考生，免予相关专

业职业技能测试。

据了解，为保障教学质量，确保

“有质量扩招、高质量培养，各高校将

按照“标准不降、模式多元、学制灵

活”原则，采取弹性学制和灵活多元

教学模式。首先，系统开展学情分

析，充分考虑不同生源在从业经历、

学习基础、年龄阶段、认知特点、发展

愿景等方面的差异性，提出有针对性

的培养策略，分类制订培养方案。其

次，教学组织形式采取集中教学与分

散教学相结合、校内教学与校外教

学相结合、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相结

合等方式，对退役军人、下岗失业人

员、农民工、高素质农民和企业在岗

职工等群体应尽量单独编班或实施

分层教学。

会议指出，我省今年的高职扩

招工作分三步走，第一步是高职单

招，重点是采取措施扩容扩面的方

式推进，改革完善了高职单招政策，

扩大了单招范围、计划规模和面向

中职生计划比例，实施单招学校从

2019年的 59所扩大到 90所，13所本

科高校首次开展单招考试；面向中

职招生计划占比超过 57%，中职毕

业生报考录取率达到 75%。第二步

是普通高考，重点针对中职生源进

一步挖潜。第三步是面向社会人员

进行扩招，重点抓好面向退役军人、

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高素质农

民，以及企业员工和基层农技人员、

基层幼儿教师及“一村一幼”辅导

员、基层医疗卫生人员的在岗群体

人员的扩招专项工作。

据悉，截至 9 月底，前两步扩招

工作已顺利完成。普通高校在川录

取高职（专科）33.1 万人，其中，录取

普通高中毕业生 21. 9 万人，中职毕

业生11.2万人。下一步，将按照教育

部下达招生计划的 110%左右，结合

“八类群体”学历和技能提升需求，以

及学校办学条件容量和申报情况，再

下达 3-4 万高职扩招专项计划。此

次扩招报名将在 10 月 28 日开启，分

为网上报名和现场确认两个阶段，考

生可登录四川省教育考试院官网或

招生学校网站查询招生专业及计划

情况。

新华社四川分社、中国教育报四

川记者站、四川日报、四川广播电视

台等 15 家中央、省市主要新闻媒体

参加会议，并就相关热点问题提问。

本报讯（沈文）为全面贯彻落实全

国研究生教育会议精神和四川省委、

省政府决策部署，针对新时代四川研

究生教育改革发展需要直面的新问

题，落实新任务，日前，教育厅、省发展

改革委、财政厅联合出台《关于加快新

时代四川省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实

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

《实施意见》的总体目标是：到

2025年，基本建成规模中西部领先、结

构更加优化、体系机制更加完善、培养

质量显著提升、服务需求和支撑引领

高质量发展贡献卓著、国际国内影响

力不断扩大，更加适应国家和区域发

展需要的高质量研究生教育体系，成

为国家重要的研究生培养基地。到

2035年，初步建成具有中国特色、四川

优势的研究生教育强省，研究生教育

总体水平中西部领先，进入全国前列。

《实施意见》明确，加快新时代四

川省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一是全面

加强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重点

培育一批党建工作示范高校、标杆院

系、样板支部、“双带头人”教师党支部

书记工作室。实施辅导员五年行动计

划、思政工作骨干培养工程。将研究

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结果作为“双一

流”建设成效评价、学位授权点合格评

估的重要内容。

二是优化研究生教育结构和布

局，促进规模、结构、质量和效益高质

量发展。实施“递进培育”工程，系统

推进“七大体系”建设。支持和鼓励建

立“研究生联合培养工作站”“研究生

联合培养基地”“研究生社会实践基

地”，联合建设一批“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研究生培养示范基地”。围绕高、

专、精、尖方向深入推进学科专业调

整，加快建立基础学科、应用学科、交

叉学科分类发展新机制。

三是深化考试招生和培养模式改

革创新。完善招生计划管理办法，坚

持重点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

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

生命健康，向基础学科、关键核心技术

学科、颠覆性技术学科，以及四川经济

建设和社会发展急需学科重点倾斜。

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落实分类考

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严格监管的

研究生考试招生制度。

四是全面提升培养质量。切实加

强导师岗位管理，将政治表现、师德师

风、学术水平、指导精力投入等纳入导

师评价考核体系，支持导师严格学业

管理。全面加强学术道德教育和学风

建设，将科学精神、学术诚信、学术（职

业）规范和伦理道德作为导师培训和

研究生培养的重要内容。科学完善质

量评价体系，健全分类多维的质量评

价体系。

本报讯（记者 葛仁鑫）“获得了这

么好的帮助，我们都坚信，学校的明天

肯定会更好！”近日，在教育厅党组成

员、机关党委书记李志刚主持召开的

“教育厅直属机关党组织与雷波县中

小学党组织结对帮扶对接现场会”上，

来自雷波县黄琅镇中心校的校长曾凡

春激动地表示，现在全校老师都很有

干劲。和她一样，其他 14 名来自雷波

县的校长都充满自信，对学校的未来

满怀憧憬。

今年3月，教育厅调研组深入雷波

县多所中小学走访调研，重点了解雷

波教育扶贫方面存在的问题，初步提

出厅直属机关党组织与雷波县中小学

党组织开展结对共建的计划。5月，教

育厅和雷波县教体科局进一步对接，

选出了 15 所具有代表性的学校，根据

其结对意向与教育厅30个直属机关党

组织建立结对共建机制。7月，教育厅

印发文件，明确结对安排，厅属相关党

组织陆续与结对学校开展帮扶工作。

为进一步加快推进、务实做好结对

帮扶工作，9月 27日至 29日，教育厅机

关党委组织开展为期三天的结对帮扶

系列活动。期间，雷波县委、县政府和

县教体科局相关负责人，15所中小学校

校长一同到宜宾市二中、宜宾市人民路

小学，以及成都市温江区成都师范学院

附属学校、温江中学实验学校实地考

察，学习学校管理特色，聆听校长办学

治校经验。此外，帮扶活动还邀请省教

科院院长刘涛、省教科院科研管理所所

长王真东围绕“中小学教学管理”“教学

变革与教科研能力”开展专题讲座，最

后召开了现场对接会。

在现场会上，厅直属机关党组织

相关负责人与雷波县有关学校负责人

面对面交流，现场进行工作对接，进一

步落实结对帮扶计划和帮扶措施。

会议指出，组织教育厅直属机关

党组织与雷波县中小学党组织开展结

对帮扶活动，是教育厅党组安排的一

项重大任务，充分体现了厅党组对做

好雷波县定点扶贫工作的高度重视，

展现了抓深、抓实、抓优雷波教育扶贫

的意志决心。厅各直属机关党组织和

雷波中小学党组织要增强结对帮扶的

主动性和责任感，搭建起省内优质资

源帮扶雷波教育的立交桥；要增强结

对帮扶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结合自身

实际与帮扶学校实情，力争帮到关键、

帮出实效、帮出特色，切实推动雷波县

教育扶贫进一步提升，助力雷波教育

发展再上新台阶。

在去年“四类人员”基础上

四川省今年高职扩招专项工作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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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在岗基层幼儿教师和基层医疗卫生人员，由高校按照“文
化素质+职业技能”的方式组织进行

对于退役军人、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高素质农民、企业员工和基层
农技人员，由高校组织与报考专业相关的职业适应性测试或职业技能测试

对已经取得相关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考生，免予相
关专业职业技能测试

教育厅、省发改委、财政厅联合发文

加快新时代我省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

结对共建 抓实雷波教育扶贫
——教育厅直属机关党组织与雷波县中小学党组织开展结对帮扶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