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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开通推免录取查询

调查数据显示

就业成考研首要动因
本报记者 孟 红

根据教育部日前发布的数据袁2018 年高校毕业生预计达
820万人袁创历史新高袁或许将是一个更难就业季遥 与此同时袁
研究生报名人数继续高涨袁达 238 万人遥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
选择考研钥哪些专业更受考生青睐钥中国教育在线近日发布的
叶2018 年全国研究生招生数据调查报告曳显示袁就业成考研首
要动因袁53%的人选择专业时关注就业情况遥

本报讯渊记者 孟 红冤
记者从教育部获悉袁 全国
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
免试攻读研究生信息公开
暨管理服务系统推免录取
信息公开栏目已开通遥 1 月
31日前袁 推免生可登录中
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查询
录取结果遥
按照 叶教育部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完善推荐优秀
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

研究生招生工作办法的通
知曳渊教学厅也2014页5 号冤要
求和 2017 年推免工作进度
安排袁 全国推荐优秀应届
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
生录取信息于 1 月 3 日至
31 日公开遥 期间袁相关推免
生可登录研招网推免录取
信息公开栏目查询招生单
位录取公开信息遥
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表
示袁 推免录取信息公开栏

目旨在推进招生单位录取
信息充分公开袁 方便相关
考生进行监督遥 相关推免
录取信息均由各研究生招
生单位提供袁 并按教育部
有关规定在招生单位网站
进行了公开公示遥 考生如
对公开的推免录取信息有
疑问袁 可直接与相关招生
单位联系或向招生单位所
在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
咨询遥

研考报名人数高涨袁就业成首要动因
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
据袁 继 2017 年硕士研究生
报名人数高涨之后袁2018 年
报名人数继续高涨袁达 238
万人袁比 2017 年增加 37 万
人袁增幅 18.4%遥 其中袁应届
考生 131 万人袁比去年增加
18 万人曰 往届考生 107 万
人袁比去年增加 19 万人袁增
幅超过应届生遥 受非全日制
改革等因素影响袁往届生读
研比例逐年提高袁越来越多
的人加入在职求学队伍遥
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
陈志文表示袁改变学校背景
出身袁提高就业竞争力是考
生报考研究生的最主要动
因袁人数比例超过 70%遥 野调

查显示袁53%的考生选择专
业时关注的是就业情况曰选
择学校时袁 地域高居第一
位袁知名度居第二位遥冶从选
择报考专业上看袁就业前景
是首要考虑因素袁其次是本
科就读专业袁第三是兴趣爱
好袁显示出考生选择专业时
较理性遥 选择学校因素中袁
地理位置是首选因素袁其次
是学校知名度袁第三是专业
因素及录取难易程度遥 可
见袁更多考生将读研院校所
在地作为毕业后就业所在
地袁考虑是否有良好的就业
环境遥
近年全国硕士生报考
竞争度尧录取难度整体呈下

降趋势遥 从招生来看袁工学
招生比例最大袁 占 36%曰管
理学次之袁占 14%曰第三是
医学袁占 12%遥 从报告数据
来 看 袁2018 年 报 名 较 多 的
专业为金融硕士尧 会计尧行
政管理尧法律渊非法学冤尧企
业管理尧护理学尧机械制造
及其自动化尧 工商管理尧教
育学尧设计学遥 录取分数方
面袁近年金融尧管理尧法律等
学科报名人数不断上涨袁而
相应的招生计划增幅稳定袁
导致分数线不断上涨袁报录
比相对较高曰工学类专业由
于招生体量大袁而考生报考
热度转移袁 分数线不断下
降袁报录比相对较低遥

非全日制纳入统考袁专业热度两极分化
研究生招生考试上袁非
全日制改革已正式落地实
施袁 全国研究生招生形势
发生变化袁大面积高校招生
计划出现缺额遥
2017 年是全日制和非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并轨招
生第一年袁受全日制和非全
日制统一划线尧非全日制学
费较贵等多重因素影响袁有
些高校未完成招生计划遥 为
鼓励更多人报考非全日制
硕士研究生袁普通高校纷纷
加大招生宣传力度袁向非全
日制考生提供住宿尧奖助学
金等激励措施遥
现在非全日制纳入统
考实施一年袁多数考生对改

革的相关政策有了新的认
知遥 数据显示袁近三成考生
支持非全日制纳入统考袁认
为该政策体现公平正义遥另
外袁超半数考生在支持该政
策的同时认为应分开划线
录取遥
近年硕士研究生报名
的显著特点是专业热度两
极分化袁院校及专业选择分
布不均袁工商管理尧会计尧公
共管理尧金融等专业是考生
热选袁 招生计划超额完成遥
相比之下袁工程类硕士专业
招生不容乐观袁甚至出现多
个专业零录取的现象袁而这
在非全日制招生中被进一
步放大遥

从录取数据上看袁部分
重点高校多个工程类硕士
专业没有招满或招不到人遥
全日制与非全日制统一划
线录取袁在一定程度上增加
了非全日制录取难度袁出现
大量专业有报名但无人上
线情况遥 另外袁从报名热度
上看袁工程类专业报名人数
逐年减少袁向经济管理类专
业转移遥
在 2017 年非全日制硕
士生纳入统考后首次招生
录取的基础上袁各高校都不
同程度减少了 2018 年非全
日制招生计划袁其中工程类
专业大面积缩减袁非全日制
研究生招生渐趋理性遥

专硕招生比例近五成袁愈受考生青睐
我国 2009 年开始增加
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
生招生规模袁目前已逐步实
现从以学术学位为主到学
术学位与专业学位并重的
转变袁专业硕士招生规模不
断扩大袁接近硕士招生总量
的一半遥
2016 年专硕招生人数
达 28 万人袁 占硕士招生总
数 47.41% 曰 与 2011 年 的
15.6 万 人 相 比 袁 增 幅 达
79%遥 同时袁学术型硕士不

断 调 减 招 生 计 划 袁2016 年
招 生 人 数 为 31 万 人 袁 与
2011 年相比减少 5%遥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袁
我国专业硕士的占比仍较
低遥近年来袁英国尧澳大利亚
的非学术学位在学研究生
数达学术学位在学研究生
数的 4 倍左右遥 我国学术学
位与专业学位的在学研究
生数之比为 1颐0.4遥
在国家宏观政策的影
响和要求下袁2017 年袁31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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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市共拟新增硕士专业学
位授权点 930 个遥 排在前五
位的专业硕士点是艺术尧新
闻与传播尧会计尧工程硕士尧
社会工作/体育渊并列冤遥
调查显示袁近六成考生
计划报考专业学位硕士研
究生遥 从北京市硕士研究生
报名数据看袁近年专业硕士
比 例 逐 年 提 升 袁2017 年 超
过 50% 袁2018 年 达 54.7% 遥
可见袁专业硕士越来越受考
生青睐遥

北京大学日前举办第二届野中国方略院当代中国与世界冶研习营袁组织学生到天津
参观考察遥 图为学生到天津杨柳青木板年画博物馆进行参观遥
黄海英 摄

首师大成立学前教育研究中心
本报讯渊记者 孟 红冤
首都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研
究中心成立大会暨 2017 年
北京学前教育论坛日前举
办遥
近年袁 学前教育界的
研究成果在我国学前教育
政策制定尧社会服务尧人才
培养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
支持作用袁 特别是党的十
九大报告将野幼有所育尧学
有所教冶 作为重要的民生
发展目标写入其中袁 学前
教育研究愈发得到社会各
界的重视与需要遥

首都师范大学党委书
记郑萼说袁 学前教育研究
中心要聚焦新时代国家和
首都教育发展需要袁回应百
姓对公平优质的学前教育
期待与目前供给不足尧师资
数量质量不能满足需求之
间的矛盾遥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副
主任李奕希望学前教育研
究中心致力于成为首都乃
至全国学前教育事业发展
的专业智库袁服务于国家袁
帮助国家办好人民满意的
学前教育曰 围绕国家教育

战略袁 做好首都学前教育
的引领职能袁 达成京津冀
学前教育协同发展遥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冯
晓霞说院野面对当前课程改
革中层出不穷的新提法尧新
名词袁我们要在模仿与创新
中耶不忘初心爷袁始终聚焦在
儿童全面发展上遥 冶北师大
教授郑国民以生动的实例
阐述了核心素养等当前教
育中的热点话题袁并结合幼
儿园教育的任务和性质袁对
幼儿教师培养方向尧模式尧
方法等进行了分析遥

中科院首推研究生科普学分制
本报讯渊记者 孟 红冤
中国科学院日前印发 叶关
于在研究生教育中实施科
普活动学分制的通知曳袁鼓
励在校研究生参与科普活
动遥 这是全国首次在研究
生教育中实施科普活动学
分制遥
叶通知 曳指 出袁 研 究生
既是开展科研工作的重要
力量袁 也是科普工作的重
要参加者尧践行者遥 为充分
激励研究生群体参与科普
工作的积极 性 和创 造 力袁
发挥其科学 知 识较 丰 富尧
创造力活跃和新时代话语
体系通俗的优势袁 拟试行

设立科普活动实践课并实
行学分制遥
中科院有关负责人表
示袁 科普活动学分制意在
培养科普队伍的后备力
量袁 引导科研人员以实际
行动弘扬科学精神袁 普及
科学知识袁 同时也是中科
院作为科研国家队和科普
国家队的使命与担当遥
科普实践课程设置为
人文类公共选修课并实行
首席教师负责制袁 研究生
在课程教师指导下自主设
计并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
科普活动遥 科普实践课程
包括科学教育尧 科普创作

和科普活动尧 志愿服务三
类袁 并规定了具体的课时
和学分数遥 课程突出重点袁
围绕中心任务袁 结合重大
社会热点袁 面向世界科技
前沿尧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尧
面向国民 经 济主 战 场袁 普
及科学知识袁 倡导科学方
法袁传播科学思想袁弘扬科
学精神袁 促进公众理解科
学尧热爱科学遥
与会专家认为袁 中科
院此举将在全国研究生
教育中产生明显的示范
效应袁对 进 一步 促 进科 普
工作发展产生深远的影
响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