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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规定高校招生录取禁止
“男女有别”

江苏高校情况如何？
扬子晚报记者马上就访
日 前 ，教 育 部 发 布 关 于 做 好
2021 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
通知明确，除军事、国防和公共安全
等部分特殊院校（专业）外，高校不得
规定男女生录取比例。这一情况在
江苏高校中是否存在？记者就此展
开了调查。

为平衡性别比例，9 年前分
数线曾
“男女有别”
如今的高考考生也许不知道，在
多年前的高考中，高校的录取分数线
一度“男女有别”。根据已经公开的
信息，2012 年，中国人民大学被曝出
提前批小语种在京招生中，对于男生
和女生设置了不同的分数线：文科的
男生分数线为 601 分，女生分数线为
614 分，女生比男生高出了 13 分。国
际关系学院在海南的提前批院校面试
最低分数线，
男生668分，
女生715分。
“ 男女有别 ”的原因，教育部在
2012 年 的 一 次 官 方 回 复 中 这 样 解
释：
“ 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为了满
足某些工作或专业领域的人员培训
需求，
“ 一些大学可能会适当调整男
生和女生的招生比例。但是学校需
在招生章程中予以明示……”
针对这一问题，不少公益人士相
继采取行动。这一行为得到了教育
部的重视，2013 年 5 月 22 日，教育部
公布《2013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
作规定》，其中，
“杜绝录取歧视”也被
写入新版规定。教育部强调，高校不
得擅自规定男女生录取比例，不得以
性别为由拒绝录取女生或者提高对
女生的录取要求。新规指出，除军
事、国防和公共安全等部分特殊院校
（专业）外，高校不得规定男女生录取
比例。

“男女有别”现象现如今得
到大幅度缓解

嫁”。但记者注意到，学校在发布轨
道类专业的简章时，多加了报考提
醒。如地铁订单班，
“ 根据岗位工作
性质，地铁订单专业均适合男生填
报，建议女生慎重填报。”南铁院相关
负责人表示，这一说明是对考生的报
考提醒和建议，考生需在充分考虑就
业需求的情况下，对自己的未来作出
规划和选择。

2013 年以后，部分高校的录取
分数线不再“男女有别”。这一变化
不仅让高校的女生比例上涨，同时还
无形中抬高了高校的录取分数线。
北京语言大学招办负责人 2013 年在
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在往年招生计
划为 30 人的情况下，能录取到 18 名
男 生 ，而 2013 年 只 录 取 了 13 名 男
就业市场应进一步打开思路
生。
“ 由于在录取过程中男生的分数
会相对低一些，没有了男女生比例限
“订单班对于男女生录取比例的
制，也使得高分女生能最终被录取，
要求，和教育部的政策也不算违背，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抬高了录取分数
订单式培养，这是特殊专业了。”记者
线。往年，北语小语种录取分数线只
在采访中发现，虽然高校努力做到了
高出一本线十几分，而 2013 年则高
录取无歧视，但在就业市场上，
“只限
出了 50 多分。”
男生”的情况依然存在，用人单位在
伴随着教育部规定的逐步完善
招聘时仍存在“春秋笔法”，间接表达
及高校招生专业、录取规则的不断调 “只收男生”。如无锡地铁集团有限
整，高校录取时“男女有别”现象现如
公司运营分公司在高校就业网上发
今得到大幅度缓解。记者查阅多所
布的 2021 届毕业生招聘公告中，仓
高校的招生简章发现，绝大部分高校
储物流类和车辆驾驶类岗位，对于应
并未在招生简章中标明男女生录取
聘学生的身高要求中写明“男 170cm
比例，只有个别高校的订单班/专业
以上”。而运营管理类、通信信号类、
对于性别有一定的限制。
机自检修类岗位，则分别写明了男女
如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发布的
生的身高要求。
2021 年飞行技术专业招生简章，在
一位从事过多年招生就业工作
“报名基本条件”中注明，考生性别要
的专家表示，解决“性别歧视”，不能
求为男性，外语语种为英语。南航招
只靠着招生这一“源头”来“防微杜
生相关负责人表示，学校的飞行技术
渐”，应该是招生和就业“齐头并进”
专业是“订单式培养”，该专业招生性
来努力。
“社会需要教育公平，但教学
别要求及语种规定是用人单位为适
也无法完全置就业于不顾，两者很难
应行业及岗位的特殊需要而制定
兼顾。因此，用人单位在制定岗位标
的。因此相应的航空公司在“下单” 准时，应该解放思路，一视同仁，给女
时会提出明确的需求。
生更多的求职机会。教育对就业的
同样订单式培养的，还有南京铁 ‘迎合’其实有本末倒置的嫌疑，就业
道职业技术学院的轨道类专业。有
市场对教育的进一步打开，才会呈现
着华东地区轨道交通人才培养“黄埔
出更加欣欣向荣的图景。
”
军校”的美誉，学生就业时完全“不愁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杨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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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洁清洗、家电维修—

外墙粉刷、高空保洁、外墙清
洗 18951075103
油机，外墙，
保洁 13451875283
空调，冰箱，灶具，热水器，洗
衣机，
电视，
86311234

鸡鸣寺樱花
“消息树”大名鼎鼎

桃花也有
“消息树”
你知道吗？

小桃园桃花
“消息树”
已开花
扬子晚报讯（记者 朱信智）南京
鸡鸣寺的樱花“消息树”可谓是人尽皆
知，但是你知道吗？在南京这个地方
还有一片桃花
“消息树”
。
昨日上午，记者在南京市小桃园
景区看到这里有 5 棵桃树已经开花了，
细细嗅来，
清香扑鼻，
沁人心脾，
白色的
花朵吸引了无数的蜜蜂过来采蜜。
据园林工人介绍，目前开放的这
种桃花叫“碧桃”，花色纯白。家住小
桃园附近的吴阿姨每天都会来散步，
她告诉记者，每年这几棵树都是最先
开放的，
“ 我们南京不止樱花有‘消息
树’，这几棵树就是桃花的‘消息树’，
它们开花后两周左右，小桃园里的桃
花将会全部绽放。
”
位于南京挹江门的小桃园是南京
最大的赏桃胜地之
一，
占地30万平方米，
等到桃花吐蕊时，远
远看去一片桃红色，
点点嫣红就是它们的
花骨朵，
煞是好看。
扫码看视频

鼓楼区向阳养老院，
有医疗、地
—搬家服务—
养老院
环境好、
价优66776779
喜顺搬家，
诚信 84490675 铁口、
搬家 86199908
—专业疏通—
养老院招护工，环境好，待遇优，包吃住，缴五险
搬家 84489058
专业疏通 84522573
一金。有经验者优先。
疏通：
86608994
—老年公寓—
联系电话：
13675163195。
水电，
空调 52205478
红山养老:13913883727 疏通，

招聘

服装公司招聘

武装押运公司

1、证券营业部前台，36 岁以
下，五官端正。工作环境佳，
待遇优，五险一金，双休；2、营
业部保洁，58 岁以下。双休，
有车贴餐补；3、营业部保安，
60 岁以下，身体健康；4、大厦
保洁，65 岁以下，身体健康。
联系电话：86530993

给客户提供样衣选，售后长
短帮助简改，招全职女 3045 岁，会电缝纫机，下午 2 点
上班，工资面谈。
地点：鼓楼区
18651619267 陈姐

招聘：安保人员，实习期满转

招聘保洁员

新街口：65 岁以内，4500 元/
正，月薪 5 千，外加五险一金， 月，上班时间：7-21:30。
江宁中兴：62 岁以内，2450非中介。
2900 元/月，做六休一
详询：17342707520
郭经理 13921405623

南京二道排诚聘
因工程业务需要诚聘以下人员：1、汽车吊驾驶员；2、挖掘机驾
驶员；3、危险品油车驾驶员；4、大平板半挂车驾驶员；5、压路机驾
驶员；6、特种车修理工；7、工地电工；8、焊工。以上工种要求：必
须持证上岗；能适应工地现场；有 3 年工作经验；工资面议；经考核
签订合同；提供食宿；缴纳社保。
联系人：曹女士 17702518088、万女士 19822675014；
地 址：鼓楼区郭家山孙家洼路 98 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