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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馬浩亮北京六日電】本月中旬，北京
將一連舉行三項國際性大型旅遊盛會，其中包括
2012 中國（北京）國際商務及會獎旅遊展覽會、
2012 年國際獎勵旅遊管理者協會全球年會、世界旅
遊城市聯合會成立大會暨北京香山旅遊峰會，將匯集
全球旅遊業界精英，共商合作發展大計。北京正借翼
國際力量，謀劃旅遊騰飛，推動將旅遊打造成首都經
濟的重要支柱產業。

本月12日至14日舉行的2012中國（北京）國際
商務及會獎旅遊展覽會（CIBTM），由國家旅遊局
和北京市政府主辦，是亞洲地區專注於會議、展覽、
獎勵旅遊行業的最大型國際性盛會。

今年CIBTM有超過30個國家和地區的400多家
展商參展，國際展商尤其是歐美新展商增加明顯。展
會特邀中外買家415名，整體數量比去年增加37%。
中外買家所擁有的未來1年的總採購預算約為人民幣
78億元，比去年有大幅增加。

辦旅業「奧運會」「達沃斯」
有 「世界會獎旅遊業的奧運會」美譽的國際獎勵

旅遊管理者協會（SITE）全球年會，將於14日至17

日在北京舉行，這也是該組織成立近 40 年來首次在
中國舉辦年會。

與SITE全球年會同步，9月14日至16日，世界
旅遊城市聯合會（WTOF）成立大會暨北京香山旅
遊峰會亦將在京召開。世界旅遊城市聯合會是由世界
各國、各地區的旅遊城市與旅遊機構自願結成的非營
利性國際非政府組織，也是全球第一個以城市為主體
的國際旅遊組織。

北京市旅遊發展委員會主任魯勇表示，WTOF
將研究制定世界旅遊城市排名體系，未來將成為溝通
城市之間旅遊合作交流的載體，成為「旅遊業達沃斯」。

會展收入年增長2成
根據北京市統計局和國家統計局北京調查總隊發

布的數據顯示，2011 年北京市規模以上會展單位實
現直接會展收入 212.8 億元，增長 21.8%。會議數量
與規模穩步提升；獎勵旅遊增勢強勁；辦展數量明顯
增加。2011 年接待會議 28.6 萬個，增長 9.9%，接待
人數 2033.5 萬人次，增長 16.9%。其中，國際會議
7998 個，增長 20.9%。2011 年獎勵旅遊 30 萬人才，
增長40%。

「會獎旅遊」簡稱 MICE，包括會議（Meeting）
、獎勵旅遊（Incentive）、大會（Convention）及展覽
（Exhibition）四部分。魯勇表示，北京力爭在 「十
二五」期間，旅遊產業增加值佔全市GDP10%，年入
境旅遊收入超過100億美元，入境遊接待量超過1000
萬人次，國內遊客達到2億人次。

【本報記者馬浩亮北京六日電】世界旅遊城市聯合會
（WTOF）有 「旅遊業達沃斯」之稱，地位之重要可見
一斑。而目前該會的49個會員城市中，包括羅馬、柏林
、巴塞羅那、首爾等主要旅遊城市。不過，被問及有關香
港是否會加入該聯合會時，北京市旅遊委主任魯勇表示，
香港對此一直抱有非常積極的態度，但由於技術層面原因
現在還未加入。

今年3月，國務院正式批准北京等城市發起設立世界
旅遊城市聯合會的申請，民政部批覆聯合會成立，並於4
月份頒發社團法人登記證書。目前，世界旅遊城市聯合會

的國外城市包括首爾、釜山、札幌、柏林、布魯塞爾、羅
馬、巴塞羅那、渥太華、洛杉磯、開羅、迪拜等23個。
澳門也已經成為正式會員。

魯勇說，香港對加入世界旅遊城市聯合會一直抱非常
積極的態度，表示了明確的願望。但要加入世界旅遊城市
聯合會，需要有很多方方面面的程序需要履行，譬如評估
、提出意見、與相關政府部門溝通、提出報告、批准等，
這個過程需要一定時間。今年是香港特首選舉之年，特區
政府要處理的工作很多。因此，香港現在還未成為會員，
只是技術層面的原因。

香港尚未加入WTOF

京城月中三場旅業盛會
力爭3年後入境遊年收益破百億美元

【本報記者李理北京六日電】
在中國教育改革中，高校和產業合
作是重要突破口。英國華威大學製
造工程學院和北京城市學院今日在
京召開聯合記者會，宣布雙方成立
中國製造工程創新中心，聯合培養
產學研結合人才，服務中國製造業
轉型。

英國華威大學製造工程學院成
立於 1980 年，是華威大學規模最
大並最具實力的學院之一，亦是歐
洲最大規模的工程教學、科研及顧
問中心。1990 年，學院在香港理
工大學創辦研究生綜合發展計劃，
迄今已有來自600間公司的1700多
名專業人員畢業於此項目。在校企
合作方面，學院與全球逾千家企業
合作，行業涵蓋汽車、航天、建築
以及醫療等領域。

英國上議院議員、華威大學製
造工程學院院長庫瑪．巴塔查亞勳
爵向本報記者指出，大學和產業結
合是未來教育行業發展趨勢，但需
要避免教育產業化誤區。在京期間
，巴塔查亞一行還分別拜會國務委
員劉延東和教育部部長袁貴仁，並
同北京市交通、通訊、工程等行業

代表座談。

民辦高校破名校迷信
像北京城市學院這類民辦高校，在內地高校教育

中扮演愈來愈重要的角色。在該校修讀動畫專業的大
三學生李璐向記者表示，他現時已作為兼職插畫師與
一家公司簽約。在企業招工愈加注重能力和淡化教育
背景的情況下，民辦大學生正逐漸破除中國人傳統的
名校迷信。

事實上，中國高等人才培養正陷入一個發展怪圈
。一方面每年數以百萬計的大學畢業生無法找到合適
工作。另一方面，企業人力資源主管卻苦於找不到能
勝任工作的員工。以在華運營的美資跨國公司為例，
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統計顯示，人才招聘困難已連續
六年成為會員企業最大心病。

課程靈活應對就業市場
今年，內地有近700萬大學畢業生投入就業市場

。北京城市學院院長劉林說，與公辦高校相比，民辦
高校的靈活性使他們能夠針對就業市場需求開設專業
。他舉例說，該校開設以信訪和社會矛盾調解為方向
的社工碩士課程，早於許多公辦高校，成功搶佔市場
空白點。

根據統計，北京城市學院近 10 多年來畢業生就
業率接近 100%，超過復旦大學等名牌高校。值得注
意的是，這所民辦高校入學分數線通常超過本科錄取
分數線20-30分，意味着中國高中生已逐漸放棄寧肯
復讀也不進民辦高校的想法。

企業招聘時不再 「唯成分論」也是名校情結退燒
的另一個原因。一名知名外企人力資源主管告訴記者
說，企業在刷選簡歷有時會將畢業學校一欄遮住，以
防招聘官 「先入為主」。即將開業的上海迪士尼更明
確表示，招聘不會設置學歷等硬性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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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吳昊辰北京六日電】教育部部長袁
貴仁今日在國新辦記者會上表示，預計今年全國財
政性教育經費將達2.2萬億元，教育投入佔GDP比
例達到4%的目標能夠如期實現。新增經費支出將
以促進公平、提高質量為兩大重點。他指出內地高
考存在着經濟不公和區域不公，為此國家一直對困
難學生加大補助力度，同時為高等教育欠發達省份
增加招生指標。

打破經濟不公區域不公
在新增經費的使用方面，袁貴仁強調，要圍繞

育人為本這一核心，以促進公平、提高質量為兩大
重點。促進公平方面，重點向農村地區、貧困地區
、民族地區傾斜，同時向家庭經濟困難的學生傾斜
；在提高質量方面，重點加強教師隊伍建設，深化

教育教學改革，改善教育教學條件，全面提高人才
培養質量。

袁貴仁表示，在資助經濟困難學生方面，國家
已經建立起較完整的資助體系。義務教育階段免除
學雜費，家庭經濟困難的免除書本費，同時對家庭
困難的寄宿生實施補助政策。

高等教育方面，國家將提高資助標準，每人每
年從2000元提高到3000元。家庭困難學生可以在
家鄉或者學校辦理助學貸款，部分學生還可得到路
費補助。袁貴仁表示，2011 年全國對家庭經濟困
難生的資助達980億元，惠及7800萬學生。

袁貴仁表示，國家將為高等教育欠發達的省份
新增招生指標。教育部每年要增加一些指標投到中
西部的生源大省，提高這些地區考生的入學機會。
二是實施協作計劃，把招生指標分配給發達地區，
由他們招中西部的學生。

今年已有河南、貴州等八個欠發達省的 17 萬
名學生到東部和發達地區上學。三是開展專項招生
。今年安排了1萬名招生指標給連片特困地區680
個貧困縣，令當地一批本科錄取率提高了 10 個
點。

中國今年教育投入佔GDP4%
重點扶助貧困生 增窮省招生指標

【本報訊】據新華社六日消息︰西藏從今年秋季學期開始啟動實施城鎮
學前教育免費政策，由於之前西藏已實行農牧區學前教育、城鄉義務教育和
高中階段教育免費政策，此舉意味着西藏全面實現了15年免費教育，即學
前3年、小學6年、初中3年、高中3年。

西藏此次啟動實施城鎮學前教育免費政策範圍及對象包括城鎮幼兒園
（含民辦、其他部門辦）在園幼兒年生均免費標準達3600元。其中，包括
保教費3000元，交通費350元，幼兒讀物費100元，被褥折舊費、美工本費
、水彩筆費、餐具費等雜費150元。

據測算，今秋有3.8萬多名城鎮在園幼兒享受到這一政策，免費教育資
金將達6900多萬元，由西藏自治區財政全額安排並按現行管理體制逐級下
達到幼兒園。

西藏全面實現15年免費教育

袁貴仁表示，近年來，內地已經先
後有205所高校通過聯考的方式招收香
港學生，今年是內地首次對香港學生實
行免試招收政策，63 所內地高校依據
港生在 「文憑試」成績和面試表現擇優
錄取。對於免試招生香港學生這件事，
內地高校都非常積極。教育部根據學校
的辦學條件，今年在申報希望接收香港
學生的學校中間確定了 63 所。同時，
香港學生也報名踴躍，報名申請者達到
4247 名；最終根據學生的申請和學校
的面試，共錄取了971人。這其中既沒
有預留名額，也沒有擴大名額。

為港生設專項獎學金
袁貴仁說，對於在內地高校就讀的

香港學生，教育部一直遵循保證質量、
一視同仁、適當照顧的原則。香港學生
和內地學生所享有的政策都是一樣的，
包括享受完全同等的學習、收費待遇。
中央財政對招收香港學生的高校給予每
年每生 8000 元的補助，同時還專門為
香港學生設立了專項獎學金，覆蓋面超
過30%。

下一步，教育部將總結免試招生的
經驗，做好已經入學港生的學習、生活
的服務，保證這些港生能夠順利完成學
業，健康成長成才。同時，教育部還將
探索免試招收香港學生的長效機制，希

望吸引更多香港學生來內地高校就讀。

紓緩「雙班年」升學壓力
去年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訪港帶來

多條惠港政策，其中之一就是從 2012
年開始，對香港學生試行豁免內地普通
高等學校聯合招收華僑、港澳及台灣地
區學生考試，內地部分高校可依據香港
高中文憑考試成績擇優錄取香港學生。

教育部港澳台事務辦公室副主任李
大光此前接受本報專訪時表示，之所以
試行免試招收政策，主要目的是為紓緩
本港今年兩屆畢業生同年畢業帶來的壓
力。

2010 年開始進行的香港學制改革
，將過去的 「3223」學制改為與內地接
軌的 「334」學制。今年是首屆學制改
革的學生畢業，出現了兩屆同年畢業
（即所謂 「雙班年」），畢業生數量達
到空前的11-12萬，為港生升學帶來巨
大壓力。今年6月，教育部副部長郝平
在京表示，希望內地龐大的教育系統能
為特區教育改革提供良好的助力。

郝平稱，香港回歸 15 年以來，內
地與香港在教育領域的交流與合作不斷
擴大。2004 年，香港與內地教育系統
簽署互認高等教育學位證的備忘錄。
2011 年，在香港高校就讀的內地學生
已達16000名。

教育部部長袁貴仁今日在國新辦記者會上回答《大公報》提問
時表示，今年內地63所高校首次對香港學生實行免試招收政策，
共有4247名港生報名，錄取971人。教育部按照保證質量、一視
同仁、適當照顧的原則，對招收港生的高校給予每年每生8000元
的補助，並為港生設立專項獎學金，覆蓋面超過30%；未來將探索
免試招收港生的長效機制，吸引更多港生到內地高校就讀。

【本報記者吳昊辰北京六日電】

內地免試錄取971港生
落實李克強去年訪港大禮

▲北京城市學院一類的民辦高校，在內地愈來愈
受社會看重 網絡圖片

▲今年內地63所高校首次免試招收港生，共錄取971人。圖為早前深
圳大學面試現場 資料圖片

▲為縮窄高考區域差距，教育部將為高等教育欠發達
省份增加招生指標 資料圖片

▲北京力爭 「十二五」 期間年入境旅遊收入突破100億美
元大關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