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颖教督字（2018) 1 号

关于开展额上县 2017 年度义务教育学校办
学水平综合督导评估的通知

各乡镇中心校、县直各义务教育学校：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提升学校的管理水平和

教育教学质量，促进我县教育事业全面、健康、协调、持续

发展。根据上级有关文件精神，结合县教育局总体工作安排

及当前督导工作实际，经局党组研究决定，对全县义务教育

阶段学校办学水平进行年度综合督导评估。现将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指导思想

以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为指导，以质量提升为宗旨，以

内涵发展为重点，努力提升各校的办学水平和教育教学质

量。

二、评估原则

（一〉导向性、激励性原则。通过指标导向和过程导向，

激励学校进一步明确发展方向，不断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



最终形成学校独特的办学理念与校园文化。

〈二〉客观性、科学性原则。既重视过程性评价，同时

突出对结果的评价。通过督导评估获得学校办学水平的准确

信息，并进行深度分析，从而做出科学判断和客观评价。

〈三〉主体性、发展性原则。充分体现学校在自主发展

中的主体地位和主体作用，关注学校发展目标达成度和发展

速度，增强学校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引导学校不断更新教

育教学理念，向着优质均衡发展的目标迈进。

（四〉可量化、可操作性原则。无论是现场督导，还是

实地考核，评估方案和指标体系中的定性指标均要具有可量

化和可操作性；不能量化或不具有操作性的内容，暂不列入

评估范围。

（五〉公平、公正、公开原则。评估过程坚持公开透明，

评估结果向学校反馈和向社会公布，并上报县政府教育督导

委员会和市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市教育局。

三、评估时间 E 2018 年 1 月下旬开始。

四、评估对象z 教育局现场督导评估县直各义务教育阶

段学校、各乡镇中心学校和中心小学，并在乡镇内随机抽查

一所教学点。乡镇中心学校督导评估所属中小学，并提前上

报评估结果。

五、评估内容

（一）全年度综合督导评估包括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查

结果、年终集中督导评估、质量监测评价、股室年度中心工

作和重点工作目标评估、综合奖励研评、局领导研评等六项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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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涉及以下前三条中任何一条，实行“一票否决”，

评估结果为“不合格”；涉及以下第四条，年度教育工作综

合表彰或教师节会议不予表彰。

1. 发生安全责任事故，造成严重损失或重大社会影响

的。

2. 师生中有违法犯罪行为，受到刑事处分的。

3. 学校和领导班子因违反政策规定受到上级主管部门

行政或纪律处分的。

4. 乡镇中心校、县直学校职教招生工作排名后 3 位的。

六、分值与权重

全年综合督导评估满分为 100 分。其中： (1）义务教育均

衡发展督查结果占 20%; (2）年终集中督导评估占 40%; (3）质

量监测占 20%; (4）股室年度中心工作和重点工作占 5%; (5）综

合奖励加分占 5%; (6）局领导研评占 10%，如因其他原因未

现场评估或本质量监测，年终综合评估就不计入总分。

』 七、评估为式

‘督导评估采取明查与暗访相结合、随访评估与集中评估

想结合、基础性指标与发展性指标相结合、专项评估与综合

评估相结合、股室年度重点工作完成情况与实际效果相结
合、查阅资料与现场走访相结合的程序和方式进行。义务教

育均衡发展由 2017 年月度清单完成情况及第三方评估进行折算

赋分。年终集中督导是教育局成立督评组到校实地现场评估。

质量监测由基教股、教研室、招生办等制定评估细则，根据

细则核算分值。股室年度中心工作和重点工作由相关股室根

据局中心工作和重点工作制定工作目标任务评价细则，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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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分。综合表彰是年度学校工作受到上级政府、或教育部门、

或教育部门与其他部门联合表彰。局领导研评由局领导根据

各自分管工作和掌握的乡镇（校）情况，研究后酌情赋分。

八、评估结果使用

评估结果作为年终或教师节表彰奖惩的主要依据之一；

与校长考核挂钩，作为评优、提拔、重用或降职、降级、追

究责任的重要依据之一；与学校评先挂钩，对评估取得优异

成绩的学校予以表彰。

希望各学校接知后，统筹安排，精心操作，确保学校办

学水平进一步提高口

附件： 1、颖上县 2017 年度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办学水平

综合督导评估指标体系

抄报：市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市教育局

抄送：县委办、人大办、政府办、政协办、监委办、县

委宣传部、丁书记、孙部长、房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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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额上县 2017 年度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水平

综合督导评估指标体系

序号 评估项目 评估内容 权重 备注

义务教育均 见 2017 年月度清单

衡发展督查 完成情况及第三方 20 根据《通报》结果据实折算赋分。
结果 评估进行折算赋分

年终集中
见《年终教育教学工

2 
督导评估

作集中督导指标体 40 督管1z组到校现场评估，据实反馈赋分。

系》

见基教、教研、招办

3 
质量 等股章制定的《质量 由基教股、教研室、招办等制定评估

监测评估 监测评估方案及其
20 

细则，并核算分值。

细则》

股室年度教 见教育局年度中心
根据局中心工作和重点工作年度目标

任务，相关股室拿出方案，经研究同
4 育中心工作 工作目标管理评价 5 

和重点工作 方案和细则
意后检查并公布各乡镇中心校（县直

学校）目标任务完成情况，据实赋分。

政府及教育部门单独表彰：县级 1、 2、

3 等奖计 3.5 、 3 、 2.5 分：市级 1、 2、

本年度学校工作受 3 等奖计 4、 3.5 、 3 分：省级 1 、 2、 3

到上级政府、或教育 等奖计 4.5 、 4、 3.5 分：国家级 1 、 2、

5 综合表彰 部门、或教育部门与 5 3 等奖计 5、 4.5 、 4 分。各级教育部门

其他部门联合的综 的内设和二级机构综合表彰的分值减

合表彰 半，教育部门与其他部门联合表彰的，

分值再减半。同项表彰以最高计，不

累计加分。须提供文件、证书。

局领导对校长、学校
由局领导根据各自分管工作和掌握的

6 领导研评 管理工作及办学水 10 

平的整体评价
乡镇（校）情况，研究后酌情赋分

J口'>. 计 100 



附件二： 额上县中小学 2017 年度教育教学目标管理工作年终集中督导评估指标体系

A级 B 级 分
自 督

指标 指标
C级指标

值
评分说明 i平 评

分 分

Cl：有年度学校圭作计划，制定科学，措施得力，有创新 (1 分），实施成效较为明显
2 
查年度目标任务及完成情况。无教改内容

Bl Cl 分）。 一律扣 1 分。

领导 C2：中心校制定对领导班子和辖区中小学校长〈县直学校对领导班子和部门负责人）考 资岗位责任制和年度目标监管、考核制

班子 核制度 (1 分〉，制定对教师考核制度及绩效工资实施方案 (1 分），续效工资真正体 3 度，核对绩效工资表：怎样量化考核的？
绩效 现多劳多酬等，且无不良反映 (1 分〉。 是否公开公示？有无反映或不同意见？

7 分 C3：学校班子成员按规定兼课 (1 分〉：中层以上班子成员每学期听、评课不少于 15 班子成员未按规定兼课或听评课节数不

节 (1 分〉。
2 
足的，各扣 1 分。

B2 
Al 安全

C4：安全、保卫制度严格，安全机制健全，安全预案周密，人防、物防、技防到位，措
查学校安全记录，重点是实地查看，如发

校务 稳定
施得力（2 分〉：有针对性地开展师生安全宣传教育， 掌握安全知识（2 分〉：定期排 7 

现有一处安全隐患未消除的扣全分 7 分。
查安全隐患，能限期整改，及时消除安全隐患（2 分〉：学校零信访 (1 分）。

管理 7 分

与
B3 cs：净化、绿化校园 (1 分）；水冲式厕所干净，学校给师生备有安全饮用的开水（2 实地查看有无卫生死角：查看名人名言、

学校
校园 分〉：建设浓郁、鲜明的校园文化 Cl 分）：图书室、阅览室正常对师生开放，或室内 校风校节｜｜、教室布置、班级文化、宣传栏、

发展
环境

6 
标示牌、黑板报、图书室、阅览室、厕所

29 分 图书角充分发挥作用，书香气息浓厚 Cl 分）：逐步形成与学校办学理念相一致的校风、
6 分

教风、学风或显著办学特色 Cl 分〉。
等。有旱厕扣 2 分，无安全饮用水扣 1 分。

B4 C6：禁止中小学乱收费等“二乱”行为 (1 分）：成立理财小组，定期公示收支账目和
规范 支出明细表 (1 分）：建立固定资产台帐，最大限度发挥作用。分）：学校扶贫资助

看学生书包、收费公示栏：查财务收支帐

行为 机构健全，扶贫资助对象界定准确，扶贫资助流程操作规范 Cl 分），扶贫档案资料健
5 目：查实物、资产台帐、记录：对照补助

9 分 全，补助资金及时足额发放，无冒领、错发等现象 (1 分）。
名册，询问校对学生。



C7：学校教师培训经费不低于公用经费的 5% . (1 分），电教经费不少于义保经费的 10%
核算培训经费和电教经费，以发票和报表

Cl 分），班班通、计算机教室、教师备课室、在线课堂等电教设备普遍使用（2 分）。
4 为据：现场查看班班通、、计算机教室、
教师备课室、在线课堂等设备使用情况。

C8：师德师风建设成效显著，且无一例违反师德事件发生 Cl 分）：有教师评优评先、 查师德活动和绩效工资发放、职评、支教

晋职晋级实施办法和量化标准 Cl 分），有教师绩效考核制度，实施过程公开透明，绩 4 等原始材料。有无量化考核方案？教师绩
B5 效差距明显，且无信访现象 (1 分）；有教师到薄弱偏远学校支教、交流、轮岗 Cl 分）。 效不公示、无差距，该项不给分。
师德

师j式L C9：考勤严格，请销假于续完善 (1 分），领导带岗，教职员T在岗率达 100%，无迟到、 资值班日志、教师考i!J表，并核实教师请

A2 8 分 早退、缺谋和擅自调课现象 (l 分〉；无上班前饮酒，或在办公室、教室打牌、下棋、 刊的假手续是否完善：现场查看办公室、

师德 上向玩游戏，或上课接打子机，或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或教师课外办班、有位补课等
4 
教室师生表现，浏览教师电脑页面：随访

师风 现象 (1 分〉；有师德师风古誓、承诺，无家长或群众投诉 (I ＇川。 学生。

与
ClO：有促进教师专业发展规划和激励机制 (1 分），确保公用经费 5%以上用于教师培

教师 iJII c 1 分〉。 2 查计划、签到簿、讲稿、培训计划、账目。

发展
B6 专 查校本培训实施效果和档案资料，“三个

15 分 Cll：校本培训有实效，推动教师全员参与教师继续教育培训II Cl 分）：教师“二个一”
3 一”是否有深层体现？业务考评是否与绩业发 活动有效实施 Cl 分〉：建立教师业务定期考查评比机制 Cl 分〉。

展 效挂钩？

7 分 Cl2：学校经常举办教师教学基本功、优质课竞赛，并在县以上评比中获奖 (1 分），
查活动记录、电教室和多媒体教室使用记

县级以上各层次优秀骨干教师逐年提高，打造名师工程，培养乡镇（校〉级县以上名师、 2 
录，查验年度内教师各种获奖文件、证书。

名校长、教坛新星、骨干教师和学科带头人 (1 分）。

A3 Cl3：严格学籍管理 (1 分）：严格学生考勤，对迟到、早退或每节课缺课的学生查明
学生考勤记录表、校外住宿生登记表和联

素质 原因，采取相应措施，并做好记录 Cl 分〉；对校外住宿学生做好登记，并经常与房东
5 系方式等，到班点名，随访师生心理健康B7 保持联系。分）：开展心理健康教育，让留守儿童感受到家庭般的温暖 (1 分）；在学教育

德育 生中开展“六个一”活动 Cl 分）。
教育和“六个＿，，活动开展情况。

与
学生

教育
Cl4：认真举行升旗仪式，做好国旗下讲话 Cl 分〉，校牌、室牌、班牌规范，室内物 查讲话稿和升旗记录，看标牌、物品、车14 分

发展 品和课桌书籍及校园内各种车辆放置整齐，校纪班规执行严格，良好习惯养之有素 (1 2 辆等是否整齐规范，巡视学生遵纪守规和
22 分 分）。 行为习惯情况。



Cl 5：学生自我管理组织健全，制度落实到位，学生熟知井自觉遵守《中（小）学生守
查看班级是否张贴《守则》和《规范》，

则》与《日常行为规范》 (1 分）：以多种形式组织开展安全教育、法制教育、纪律教
当场询问学生是否知晓《守则》和《规范》

育、爱国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见义勇为教育、扶贫济困教育、劳动教育、文明礼 3 
貌教育、敬老爱幼教育、感恩教育、养成教育、挫折意志教育、珍爱生命教育、远离毒

内容：查阅有关资料，学校是否每学期至

品教育等（2 分）。
少搞一个德育教育专题。

C16：班主任、教师定期约谈或家访，举办家长见面会、家长报告会等活动 (1 分）： 查阅相关材料：学校每学期至少举办 1 次：
学校要开办家长学校，发放致家长一封信、家长征求意见书和学生成长记录袋，建立 2 班主任每周都应有与家长交流互动；学科

留守儿童家长联系渠道，形成学校、家庭、社会定期交流、融合互i;IJ的长效机制 (1 分）。 教师不定期与家长交流。

Cl 7：乡村学校少年宫、留守儿童之家、兴趣小组（社团〉活动内容丰富（2 分）；校臼
实地：弯着，现场观摩，查阅活动开展的有

138 广播定时开捕，班内有歌声，学生优秀作品有展示的空间和平台 (1 分）：广播操‘跑 4 
关原始材料。

素质
操或日民保健操等大课问活iJJff J最正常，丰富多样（ 1 分〉。

教育
C18：积极参与上级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各类素质教育展演比赛活动（2 分）：每学年

查阅各种展演比赛获奖证书及活动资料：

8 7} 均能有选择的举办艺术节、文化节、科技节、读书节、体育运动会、演讲会、辩论会、 6 
学校每学年至少举办 1 次大型素质教育活

故事会、经典诵读、征文比赛、校园开放周等形式多样的校同系列活动（ 4 分〉。
动。素质教育无特色、实效不高的，扣 2
分。

C19ε 制定科学合理的作息时间表和教学工作行事历，二表（课程表、作息时间表、课 查教学常规管理规章制度、课程表、行事
外活动安排表）上墙 (1 分）：每学期教导处或教研组定期检查教学进度 4 次以上，确 3 历、作息时间表以及学校的检查评比记录

A4 保教学有序、正常、稳定（2 分〉。 等。
教学
常规 B9 C20：制定较为严格的教学常规管理规章制度及备课、课堂教学、作业批改、课外辅导、 查制度、方案、实施办法、管理细则、考
与 教学

考试考查、总结评价等教学过程管理细贝lj (1 分〉：有教学常规工作的考评机制 (1 分〉： 5 评机制，重点查教师业务检查评比记录档
教研 常规
iJ I领 24 分 每学期进行教学业务检查、评比、总结 2 次以上，并做好记录（3 分）。 案及与绩效挂钩情况。

34 
分

C21：开齐课程，开足课时 (1 分）：功能教室按照课程表上课，不随意停课，不随意 随班看课程表，验实验室，查实验课记录，
3 

增减课时 (1 分）：演示实验和学生分组实验率 100% Cl 分）。 走访学生。



C22：教案（含学案等〉编写适当超前，无脱漏 Cl 分〉：教案编写完整，规范实用， 随机抽查各学科的教师教案，重点查学校

有教学反思，有创新，有特色 Cl 分〉：有中层以上领导兼课的教案。分〉，音、体、 5 领导的教案和学校检查评比记录，核实与

美、信息技术等教案 Cl 分）：每学期教导处有 2 次以上检查评比记录 Cl 分）。
绩效挂钩情况。

C23：教师上课做到仪表端庄，板书了．整，使用普通话教学 (1 分）：教师上课不准吸 随机到班查岗，当场验明教案与课程进度

烟、接打孚机、随便走出教室、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 (1 分）：上课或辅导课不得出现 3 是否一致，随堂听课，现场拍照，走访询

学生随意打闹、睡觉或空堂现象。分） 。
问学生。

C24 ： 作业景适 ，＇＇1 ( 1 分〉；教师批阅作业无一处误批 (1 分）： 教师w有批阅记录和讲
5 
资作业及批改、讲评记录，重点杏学校检

评 (1 分）：每学期教暗处定期检查评比 2 次以上（2 分〉。 查评比记录，核实与绩效挂钩情况。

C25：有校本教研、教研论文、教学心得、经验总结和成果展示 (1分）：每学期联片
3 
查教研计划、签到簿、讲稿、活动记录、

教研 2 次以上 (1 分〉：各学科教研组每周至少开展一次教研活动（1 分）。 多媒体教室使用记录。

BIO C26：各教研组每周至少上一节公开课 (1 分）：业务副校长、教导主任、教研组长、 抽查各学科教师的听课记录、教学设计原
教研 任课教师每周听评课不少于 1 节 (1 分〉；校长每周均参与听、评课。分） ；教导处、 稿、评课座谈记录、评价意见等，重点查
引领 教研组每周均安排听评课工作，每学期检查 2 次以上 (1 分〉。

4 
领导听课记录和学校的检查记录。

10 分
到课改班随访听课，查计划、方案、教案、

C27：有课改方案 (1 i抖，有学校课改实验班（2 分〉。 3 学案、导学案、总结、成果、电脑使用痕
迹等。

C28：信息化工作（ 5 分〉，其中班班通管理使用 2 分，计算机教室管理使用 2 分，其
5 实地查看，问学生，看资料。

Bll 他 1 分。
AS 

三项 按照所有功能室使用比例酌情赋分，有改
C29：功能室管理与使用（5 分）。学校各种功能室管理到位，并全部充分使用。 5 附加

重点
作他用的不仅不给分，还要倒扣 2 分。

分
12 分 C30：中心校〈县直校）校长带头兼课 Cl 分）和昕评课 Cl 分），教学设计编写要规划、 2 

到班问学生， 查教学设计和听评课记录。
适当超前，无脱漏，有反思，有创新：听、评课记录要完整，有听有评，有总结。 达不到要求不给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