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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 

64 个中央部门公布今年预算 教育部最高达 1800 亿 

继前日 14个中央部门公布 2012 年部门预算后，昨日，又有 50个部门公布，总数量已达 64个。在目前公布预算的部门中，教育

部预算总数最高，达到 1856.7亿元，比去年增加 372亿元。 

教育部支出额度最高 

国务院日前要求，中央部委要将经开财政部批复的全部预算表格细化到款，有关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支

出等要细化到项级科目。从当前各个部门公布的情况看，各中央单位均按要求予以公布。 

在现有公布的部门中，从具体支出额度上看，和去年一样，教育部成为预算大户，支出总额 1856.7 亿元，其中住房保障支出 42.64

亿元，占比 2.3%。小学教育支出 3.68 亿元；初中教育预算数为 0；高中教育 13.36亿元；高等教育 702.76 亿元；高等职业教育 5000

万元。 

中科院次之，其支出总额达到 421.9 亿元，其中财政拨款额度为 223.2亿元；农业部紧随其后，预算支出总额达 304.6亿元，其

中财政拨款额度 202.4亿元。 

铁道部基金支出达 680 亿元 

同时，个别部门的部分项目增幅较高。以铁道部为例，在住房保障支出一项中，增幅达到近 58%。其中住房公积金增长 47%，购房

补贴由此前的 500万元，增加到 4560 万元，增幅达 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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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首次公布了基金支出，2012 年铁道部铁路建设基金支出 680.4 亿元。铁道部解释称，这些钱全部用于铁路基本建设项目支出。 

“三公经费”今年要公开出国人数 

对于公众关注的“三公经费”，此次各个部门并未公布。据了解，2011年 6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

中央财政决算时，将“三公经费”支出情况纳入报告内容，并向社会公开。这意味着，和去年一样，今年的“三公经费”将在年中向

公众公开。 

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还对公布“三公经费”情况做出指示规定，要求中央部门细化“三公经费”的解释说明，公开车辆购置及保

有量、因公出国（境）团组数及人数、公务接待有关情况，公开行政经费支出情况 

新京报 http://finance.people.com.cn/GB/17740168.html 

 

【动态】 

 

教育部财政部启动高等学校 2011 计划 着眼提升创新能力 

教育部、财政部今日(7日)在京召开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简称“2011计划”）工作部署视频会。 

“2011 计划”自 2012年启动实施，四年为一个周期，旨在建立一批“2011协同创新中心”，根据重大需求的划分，协同创新中

心分为四种类型：面向科学前沿的协同创新中心，以自然科学为主体；面向文化传承创新的协同创新中心，以哲学社会科学为主体；

面向行业产业的协同创新中心，以工程技术学科为主体；面向区域发展的协同创新中心，以地方政府为主导。计划面向各类高校开放，

以高校为实施主体，积极吸纳科研院所、行业企业、地方政府以及国际创新力量参与，探索适应于不同需求的协同创新模式。该计划

的实施有助于推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人民日报 http://news.xinhuanet.com/edu/2012-05/08/c_123091490.htm 

 

内地 63所高校联合免试招收港生计划 5 月 6 日启动 

据香港媒体报道，首次由内地 63 所高校联合免试招收港生计划，5日 6日启动面试程序。千余名港生在香港、深圳、广州同时参

与面试。走出考场的不少考生反映，试题“难且怪”，令其感叹：“内地名校门槛不低。” 

人民日报海外版 http://www.edu.cn/2012gaozhao_12000/20120507/t20120507_77382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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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首次有公校招大陆生  5 月 14日起可报名 

今年是台湾高校在大陆招生的第二年。5月 2日，台湾高校面向大陆 2012年招生计划新鲜出炉，91 所高校预计招生共 1566名，

但仍只面向广东、福建、上海、北京、浙江和江苏等六省市招生。 

高考成绩达到本科二批分数线以上的考生，不限专业背景，均可报名。每人不限学校可填写 5个志愿，各大学依报名学生成绩高

低排序，再依学生志愿顺序及招生名额决定录取名单，发榜后，若同学不愿赴台就读，仍可重回大陆高考系统。 

今年的报名时间为 2012年 5月 14日起至 6月 19日下午 5时截止，考生需登录大陆地区学生联合招生委员会的网站进行网络报名。

台湾高校将于今年 7月 4日前结束本科录取工作。凡被台湾招生学校录取并经本人确认就读的考生，不再参加大陆高校统一录取，考

生所在省(市)省级招办不得再向大陆其他高校投放已被录取的考生档案。 

信息时报 http://edu.qq.com/a/20120507/000094.htm 

 

深圳市继续深化普通高中自主招生改革 

为推进素质教育实施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深圳市将在 2011年普通高中自主招生改革试点的基础上，继续以深圳中学、深圳实验

学校两所学校为试点,深化普通高中自主招生改革，两校自主招生计划分别为 100人和 40人。 

即将出台的 2012年普通高中自主招生办法进一步优化。与去年相比，自主招生范围将只面向本市初级中学和九年一贯制两类学校，

不再包括既有初中学段又有高中学段的完全中学。市教科院相关专家解释说，根据我市现行的中考招生政策规定，完全中学可以按本

校初中毕业生人数的 15%推荐优秀初中毕业生直升到本校高中就读，此次自主招生范围调整，主要是为了给没有高中部的初级中学和

九年一贯制学校的初中毕业生增加进入优质高中机会。这样的制度设计，不仅适应了素质教育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实际需要，尽可

能克服一考定终身的弊端，更重要的是为了推进全市义务教育均衡和优质发展，促进教育公平，让改革成果惠及更多的学校和学生。 

深圳市教育局 http://www.szeb.edu.cn/SZEB/HTMLDynamic/XWZXB_376/201205/info31297.html 

 

北大教授钱理群等：北大等正培养利己主义者 掌权后比贪官危害更大 

“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

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 

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在武汉大学老校长刘道玉召集的“《理想大学》专题研讨会”上语惊四座。这段话被参会嘉宾上了微博后，

迅速被转发 3.5万次。 

http://edu.qq.com/a/20120507/00009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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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危机威胁着今天的大学 

  “当前，不仅仅是中国，整个世界大学正处在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十字路口。大学的危机，既有思想危机，也有结构性和质量上

的危机。”刘道玉说，高等教育经过近千年的发展，无论是西方或是东方，正在或已经陷入危机之中。 

  第一重危机，人类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严重生存危机的挑战，而各国的大学对此基本上是束手无策或者熟视无睹，既不能从理论上

又不能从实践上提出任何化解这些危机的根本性的对策。 

  第二重危机，面临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终身学习和“非学校化社会”已经或隐或现地展现出来。大学究竟是什么？教师的作用是

什么？大学生又将怎样学习？这些都有待人们去探讨，用比尔·盖茨的话说“也许将来大学会变革得面目全非”，当下的高校还没有

拿出对策。 

  第三重危机，功利主义的专业化教育，导致学生素质严重下降，学术视野短浅，尤其在国内高校，不仅出现不了大师，甚至还难

于承担从事综合性大科学的研究之任。 

  第四重危机，学风浮躁，急功近利，金钱主义盛行，虽然技术成果日新月异，但重大基础性研究却少有根本的突破。 

  第五重危机，在追求“一流大学”的“一片喧哗”声驱使下，追求豪华成风，大楼宾馆林立，教育成本剧增，债台高筑，纳税人

不堪重负。 

  刘道玉呼吁：大学财务危机已是全球性问题，大学必须从精神到物质的追求上返璞归真！ 
 

 



全国学生营养办将对 22 个国家试点省份开展检查 

全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2012年春季调度会今日在京召开，会上透露，全国学生营养办将对 22个国家试点省份开展

一轮全面检查。 

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强调，除了开展全面检查外，还需加强食堂建设与管理，地方政府和职能部门要将学生食堂列为重点建设内容，

试点学校要加强对学校食堂工作的领导与管理。推进公开透明，将营养改善计划信息的公开公示纳入地方各级政府整体信息公开工作

范畴。 

人民日报 http://edu.cyol.com 

 

林毅夫下月初卸任世界银行：回北大教书 

  担任 4 年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后，林毅夫将于下月初卸任现职，任满回国。 

  中新社报道，他以一本书与华盛顿作别。去年年末，《解密中国经济》一书正式出版，旨在以“局内人”身份解读 30多年来举足

轻重的经济事件——中国崛起。 

2 日，林毅夫在华盛顿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举行座谈，与众多专家读者讨论此书。会后他接受媒体采访，细述 4年世

行历程。 

美国华裔教授专家网 http://scholarsupdate.zhongwenlink.com/news.asp?NewsID=7633 

 

韩国政府制定 20 万留学生计划 加大国际化教育 

据韩联社报道，据悉，韩国政府决定到 2020年吸引 20万名外国留学生，以加强高等教育竞争力和推动国际化。 

4月 30 日，韩国国务总理金滉植主持召开第 9次教育改革协议会，商讨高等教育国际化推进战略和教育捐款推进机制构筑方案。

会上政府决定，通过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争取到 2020年吸引 20万名世界各国留学生，为国内大学制定多种国际化模式。 

政府已经提前完成了 2010年吸引 5万名外国留学生的目标。政府在 2008年还制定了到 2012年吸引 10万名外国留学生的目标。

政府将大力支持教育国际化特区的国际化大学，并研究允许毕业于外国高中的在外韩国人 9月进入这些国际化大学。政府还将吸引更

多人才和研究机关到国内，进一步扩大国内大学和学生与海外大学交流。 

中国新闻网 http://edu.qq.com/a/20120503/00010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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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正式启动“积分制” 盼留住外国高级人才 

据日本新华侨报网报道，近年来，日本的少子高龄化问题日益严峻，而 2011年的“311地震”无疑又对日本的人才市场造成了一

次严重打击。最近，日本政府终于意识到了海外人才的重要性，计划从 5月 7日起施行一项新的优待制度，希望以此留住更多的外国

人。 

《日本经济新闻》消息，5月 7 日，日本法务省正式启动了海外高级人才优待制度。这个制度的特点是给学历、职历、收入等评

估标准分别制定积分，申请的外国人每达到一项标准就会获得相应的积分，当积分达到一定数值后则会被授予“高级人才”称号。 

“高级人才”可以享受到工作、生活等各方面的优待，比如可以举家搬迁到日本、配偶就业帮助等。而最令人感到高兴的莫过于

可以缩短拿到“绿卡”的时间，原本需要在日本工作 10年的人才现在只需 5年就可以永远留在日本。 

目前这项制度还只接受“学术研究”、“高度专门技术”、“经营管理干部”三个领域人才的报名。 

中新网 http://edu.gmw.cn/2012-05/08/content_4108600.htm 

 

【前沿】 

谁更有机会进入好大学 

——我国不同质量高等教育机会分配的实证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取得了长足发展，特别是随着世纪之交高校大幅度扩招，我国以跨越式方式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

越来越多的个人和家庭有机会通过高等教育直接受益。 

    然而，我国在逐步推行高等教育成本分担政策和实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同时，也出现了对高等教育机会均等的忧虑。在社会差距

不断拉大的今天，公平和正义成为决定我国社会经济进一步和谐发展的核心因素，教育公平被认为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高等教育

机会均等也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本文所用研究数据来自北京大学对 2007、2009和 2011年高校毕业生进行调查的混合数据。 

最终本研究发现，对我国教育体制和教育财政政策提供的政策参考含义包括： 

1．本研究证明了城乡差距显著影响高等教育机会的分配，大中城市进入高水平大学的机会显著优于县镇和农村，原因主要是城乡

之间中小学教育条件和质量的差异。因此解决高等教育机会均等的重要措施之一在于缩小城乡基础教育的差距。在义务教育阶段继续

增加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提高农村教育的条件和质量水平，促进义务教育的均衡化发展；在高中教育阶段也应强化政府财政措施，

改善高中教育的公平性状况。 

http://edu.gmw.cn/2012-05/08/content_4108600.htm


2．本研究发现父母受教育程度是影响子女高等教育质量的最重要因素之一，父母受教育水平高，会大大提升子女获得优质高等教

育的机会；另外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越高收入家庭的子女进入好大学的机会越低，金钱在不同质量高等教育机会分配中没有带来

显著的优势。以上两点显示出我国现行的高校招生录取政策总体公平，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促进社会阶层流动，保证社会公平的作用。

但父母优势职业背景对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特别是行政管理干部子女在高等教育方面的优势地位，似乎也让人看到了权力

和关系影响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子。因此，继续保持高考招生制度的客观公正，在招生改革的尝试中重视公平公正因素，杜绝权力和金

钱影响高校招生公平，应得到足够的关注。 

3．研究发现，无论从何种角度考察，处于弱势阶层的社会成员，特别是农民、工人和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在优质高等教育机会

方面普遍处于弱势地位，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弱势地位的代际传递，也从另一个方面强调了在基础教育层次关注弱势群体的重要意

义。 

4．由于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高社会阶层人群在享受优质高等教育机会方面占绝对优势。针对这一情况，按照公共教育资源向弱

势家庭倾斜的原则，应提高高职高专和普通本科院校的财政补贴水平，扩大优质高等教育机会供给，为弱势群体提供更多机会接受优

质高等教育。同时可考虑增加助学金、学生贷款的额度和覆盖面，相对减少对院校的直接拨款的比重，在贫困家庭学生普遍可以获得

充足资助的前提下允许高水平高校适当提高学费水平。 

《高等教育研究》2012年 2月 

【电影】                               死亡诗社 

 



1959年，威尔顿预备学院以它凝重的风格受到了当时人们的尊敬。在那里，教育的模式是固定的，不仅单调而且束缚了思想。然

而这一切在一个新教师的手中发生了改变。John Keating 反传统的教育方法给学院带来了一丝生气：在他的课堂里，他鼓励学生站在

课桌上，用一个崭新的视角去观察周围的世界；他向学生介绍了许多有思想的诗歌；他所提倡的自由发散式的思维哲学在学生中引起

了巨大的反响。渐渐地，一些人接受了他，开始勇敢地面对每一天，把握他们自己的人生。 

【书斋】 

大学的理念 

 

《大学的理念》由约翰·亨利·纽曼所著，主要内容包括：大学教育的性质、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关系、各门学科与知识整体的关系、

宗教和道德价值与人格教育的关系、神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等内容。     

本书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作者于 1852年在都柏林所做的一系列演讲，第二部分是 10篇关于大学学科的演讲和论文。本书

充分表现了西方高等教育中所遵循的精神原则和操作方法，对于正在进行重要变革的中国高等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应该具有实际的借鉴

作用。 

 

 



【信念】 

 

要使人成为真正有教养的人，必须具备三个品质：渊博的知识，思维的习惯和高尚的情操。知识不多，就是愚昧；不习惯于思维，

就是粗鲁愚笨；没有高尚的情操，就是卑俗。                                                        ——车尔尼雪夫斯基 

 
伟大人物的最明显的标志，就是他坚强的意志，不管环境变换到何种地步，他的初衷与希望仍不会有丝毫的改变，而终于克服障

碍，以达到期望的目的。                                                                                   ——爱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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