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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教育厅发布 2015 年山东省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2015 年，我省认真贯彻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

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全面落实国家、省中长期教育改革

和发展规划纲要，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

展，教育结构进一步优化，教育质量不断提高，全省教育综

合实力和整体水平实现新跨越，全面或提前完成“十二五”

规划目标。

一、 综 合

2015 年，全省共有幼儿园 18648 所，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13295 所（普通小学 10404 所，普通初中 2891 所），普通高

中 555 所，中等职业学校（不含技工学校，下同）435 所，



特殊教育学校 147 所，高等学校 154 所（普通高校 143 所，

成人高校 11 所）。幼儿园在园幼儿 271.78 万人，小学教育

在校生 674.63 万人，初中教育在校生 310.81 万人，高中教

育在校生 169.12 万人，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 85.73 万人，

普通本专科在校生 190.06 万人，研究生（含在职研究生）

10.5 万人。

二、学前教育

全省共有独立设置幼儿园 18648 所，比上年增加 136 所;

入园幼儿 108.93 万人，在园幼儿 271.78 万人，比上年增加

8.95 万人；离园幼儿 99.40 万人，比上年增加 0.55 万人。

学前三年毛入园率为 81.97%。全省幼儿园占地面积 6.73 万

亩，比上年增加 0.25 万亩；运动场地面积 1656.63 万平方

米，占总面积的 36.92%；校舍建筑面积 1901.52 万平方米，

比上年增加 171.88 万平方米，其中教学及辅助用房面积

1300.54 万平方米，比上年增加 109.50 万平方米；图书藏量

2045.04 万册，园均图书 1097 册，比上年增加 77 册。

三、义务教育

全省共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13295 所，其中小学 10404

所，比上年减少 366 所，初中 2891 所（其中九年一贯制学

校 702 所），比上年减少 26 所。全省共有义务教育在校生

985.44 万人，比上年增加 22.17 万人，其中小学教育在校生

674.63 万人，比上年增加 26.15 万人，初中教育在校生



310.81 万人，比上年减少 3.98 万人。小学校均规模 648 人，

平均班额 43.4 人，分别比上年增加 46 人和 1人；初中校均

规模 1075 人，平均班额 49.9 人，分别比去年减少 4人和 1

人。全省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为 99.99%，九年义务教育巩

固率为 97%。

全省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共有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

女73.02万人，比上年增加5.82万人，其中在小学就读51.05

万人，初中就读 21.97 万人。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进城

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所占比例为 7.41%。全省义务教育阶段在

校生中共有农村留守儿童 89.4 万人，比上年减少 6.66 万人，

其中在小学就读 59.42 万人，在初中就读 29.98 万人。义务

教育阶段在校生中农村留守儿童所占比例为 9.07%。

四、特殊教育

2015 年，全省特殊教育稳步发展。共有独立设置的特殊

教育学校 147 所，比上年增加 2所；全省共招收特殊教育学

生 4026 人，比上年增加 419 人；在校生 23877 人，比上年

增加 2072 人；毕业生 2935 人，比上年减少 362 人。独立设

置特殊教育学校招收特殊教育学生 2664 人，在校生 16693

人，分别占特殊教育招生总数和在校生总数的 66.17%和

69.91%。特殊教育学校共有教职工 0.58 万人，其中专任教

师 0.49 万人，接受过特教专业培训的专任教师占总数的

75.22%。



五、高中阶段教育

全省高中阶段教育学校（不含技工学校，以下均同）共

有 990 所，比上年减少 14 所，其中普通高中 555 所（其中

完全中学 103 所，十二年一贯制学校 36 所），比上年增加 11

所；中等职业学校 435 所 ,比上年减少 25 所。全省高中阶

段教育共招生 84.77 万人，比上年减少 3.06 万人，其中普

通高中教育招生 55.37 万人，比上年减少 0.55 万人；中等

职业学校招生 29.40 万人，比上年减少 2.51 万人。高中阶

段教育共有在校生 254.85 万人，比上年减少 11.24 万人，

其中普通高中教育在校生 169.12 万人，比上年减少 2.15 万

人；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 85.73 万人，比上年减少 9.09 万

人。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为 97.36%。

六、高等教育

全省共有研究生培养机构 33 处，其中高校 30 所，科研

机构 3处；普通高等学校 143 所，其中本科院校 67 所（含

11 所独立学院），高职（专科）院校 76 所；独立设置成人高

等学校 11 所。普通高等学校中，共有中央部属高校 3所，

均为“211 工程”院校，其中 2所为“985 工程”院校。

全省高等教育在校生（包括研究生、普通本专科和成人

本专科）总规模为 246.27 万人，比上年增加 10.65 万人，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 48.06%。研究生毕业 2.32 万人（其中

博士生 1494 人），比上年减少 187 人；招生 2.75 万人（其



中博士生 2025 人），比上年增加 1003 人；在校研究生 7.76

万人（其中博士生 8913 人），比上年增加 3317 人。在职人

员攻读硕士学位人数为 2.74 万人。

全省普通本专科毕业生 47.42 万人，本、专科分别为

22.75 万人和 24.67 万人；招生 59.56 万人，本、专科分别

为 24.88 万人和 34.69 万人，本专科之比为 41.8:58.2；在

校生 190.06 万人，本、专科分别为 97.59 万人和 92.48 万

人，本专科之比为 51.3:48.7。全省普通高校普通本专科在

校生校均规模为 13268 人，其中本科院校为 18302 人，高职

(专科)院校为 8831 人。

全省研究生和普通本专科招生总数为 62.32 万人，在校

生总数为 197.82 万人，毕业生总数为 49.74 万人；研究生、

本专科招生比例为 4.42:95.58，在校生比例为 3.92:96.08，

毕业生比例为 4.66:95.34。

（省妇儿工委办公室）

山东出版集团认真做好迎检准备工作

山东出版集团对纲要规划监测评估检查工作高度重视，

日前召开专门协调会议，提早动员，明确相关单位的工作职

责范围，安排部署迎接国务院、省政府抽检具体工作。



为切实做好监测评估和迎检工作，集团党委成立了以党

委副书记任组长的领导小组，各相关单位也成立了相应机

构，同时指定了具体工作联络人，增强了做好监测评估工作

的责任意识。集团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要突出工作

重点，结合各出版发行单位实际，印发了《纲要规划监测评

估检工作通知》，《通知》对各单位资料搜集、责任指标、工

作时限等作了具体安排和部署。目前集团本部相关资料已整

理完毕，各相关单位正在按集团要求，有序推进各项迎检筹

备工作。

（山东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淄博市妇儿工委召开成员调度会部署“两个规划”

终期监测评估工作

2月25日，淄博市召开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成员调度会。

安排部署全市“两个规划”终期监测评估以及迎接全国“两

纲”、全省“两个规划”监测评估工作。

会议指出，上半年，淄博市将迎接国家“两纲”、全省

“两个规划”监测评估组的检查，这对推进妇女儿童发展起

着举足轻重、至关重要的作用。各区县妇儿工委和各成员单

位要切实按照部署要求，对照妇女儿童发展“十二五”规划

指标，以任务倒逼责任落实，以时间节点倒逼工作进度，全

力做好“十二五”规划终期达标和迎检各项准备工作；各级



党委政府要抓住这次终期监测评估的机会，做好宏观调控工

作，进一步加大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查找不足，集中

力量限期整改；市妇儿工委各成员单位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

和使命感，密切合作，集中精力，集中时间，高标准、高质

量的完成工作。要通过各级的扎实工作和共同努力，以优异

的工作成绩，迎接全国、全省的评估检查，推进妇女儿童工

作真正取得实质性发展。

会议安排部署了赴区县终期监测评估和迎接全国、全省

监测评估工作，介绍了《淄博市实施妇女儿童发展“十二五”

规划终期监测评估工作流程》。市妇儿工委各成员单位成员、

联络员，各区县妇联主席共 70 余人参加了会议。

（淄博市妇儿工委办公室）

枣庄市开展妇女儿童发展“十二五”规划

终期监测评估督导工作

2 月 25 日至 3月 1 日，由市政府牵头，市政府副市长、

市妇儿工委副主任任组长，市政府督查室、市妇联、人社局、

统计局、卫计委、民政局、教育局分管领导和市妇儿工委办

公室人员组成市评估督导组，对枣庄市五区一市妇女儿童发

展“十二五”规划实施情况进行评估督导。

市评估督导组听取了各区（市）妇女儿童发展“十二五”

规划实施情况汇报，分领域查看相关档案资料，就目标完成



情况进行现场评估，并实地查看区（市）妇保院、社区、敬

老院、幼儿园、村委会等 30 个现场。

督导组强调，终期监测评估工作是对各级政府及有关部

门贯彻落实妇女儿童发展纲要和规划的全面、系统、深入的

检查和评估，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各级各有关部

门要高度重视，积极配合，加强组织领导，主动衔接，尽职

尽责，通力合作，切实保障终期监测评估各项任务顺利完成。

要以此次终期监测评估为契机，总结推广经验，分析规划如

期达标存在的困难，预测目标发展趋势，制定完善具体的工

作措施，解决妇女儿童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推动目标如期

实现。

枣庄市政府、市妇儿工委对本次评估督导检查高度重

视。市政府分管领导听取了关于“两个规划”实施情况的专

题汇报，并于去年 12 月召开了全市实施妇女儿童发展“十

二五”规划工作会议，安排部署了省市两级“两个规划”终

期监测评估工作，转发了《山东省妇女儿童发展“十二五”

规划实施情况终期监测评估工作流程的通知》（鲁妇儿工委

办字〔2015〕5 号），让市直成员单位及各区（市）对督导的

内容、流程等有了全面的了解和掌握，为顺利通过省委、省

政府 3月中旬的终期监测评估，做了积极充分的准备。

（枣庄市妇儿工委办公室）



德州市部署 2015 年全市妇女儿童发展状况

综合统计工作

为全面、系统地反映德州市妇女儿童发展状况，及时了

解掌握妇女儿童的基本情况，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依据

《山东省妇女儿童状况综合统计报表制度》，德州市妇儿工

委向各成员单位部署了 2015 年统计数据填报工作。统计数

据指标共 477 项，包括经济与人口、妇女儿童与健康、妇女

儿童与教育、妇女与经济、妇女与社会参与、妇女与社会保

障、妇女儿童与法律、妇女儿童与环境、儿童与福利等 13

个大项。“十二五”期间，全市妇女儿童发展状况综合统计

工作在各成员单位的积极支持和配合下，大部分已顺利完

成。

（德州市妇儿工委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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