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示范性县级教师

培训机构评估认定工作的通知

教师厅函〔2011〕26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

为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精神，根据《教育部关于大力加强中小学教师培训工作的意见》

（教师〔2011〕1 号），进一步推进县级教师培训机构改革建设，充分

发挥其在新时期中小学教师全员培训和教师专业发展等方面的服务与

支撑作用，在首批评估认定工作的基础上，我部决定于 2012-2015 年

间在全国开展新一轮示范性县级教师培训机构评估认定工作。现将有关

事宜通知如下：

一、2012-2015 年间，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评估认定约 200 所示范

性县级教师培训机构，每年评估认定约 50 所。请各地按照《示范性县

级教师培训机构评估标准》（附件 1）开展评估认定工作。

二、示范性县级教师培训机构评估认定采取“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评

估申报、教育部认定”的方式开展。先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研究制订具

体评估办法、组织实施省级评估，再向我部申报，由我部组织有关专家

对申报机构进行抽查复审后，正式予以认定。原则上 2006 年获得首批

认定的示范性县级教师培训机构不参与此次申报。

三、请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高度重视，精心组织，按照《示范性县

级教师培训机构申报名额分配表》（附件 2），于每年（2012-2015

年）9 月 30 日以前将本省（区、市）申报的本年度示范性县级教师培



训机构名单及省级评估报告一式三份报送“国培计划—中小学骨干教师

培训项目执行办公室”。

“国培计划—中小学骨干教师培训项目执行办公室”联系人：李丹

玲；电话：010-58800182；传真：010-58802946；电子邮箱：

xmb@gpjh.cn；地址：北京市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北京师范大学继续

教育与教师培训学院，邮编：100875。

师范教育司联系人：王薇，王炳明；电话：010-66097838，

66097842。

附件：1. 示范性县级教师培训机构评估标准.doc

2. 示范性县级教师培训机构申报名额分配表.doc

教育部办公厅

二○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附件 1：

示范性县级教师培训机构评估标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观测点及权重 内 容

组
织
领
导

（16 分）

组织保障

（4分）

重视程度（2分）

经费投入（2分）

1. 县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高度重视县级教师培训机构专业

化建设与发展，将其纳入当地教育发展规划和督导检查。

2. 县级人民政府将本地中小学教师培训经费列入政府预算，按不

低于本地教职工工资总额的 1.5%拨付年度教师培训经费。对农村

中小学按照不低于年度公用经费预算总额的 5%安排教师培训经

费。

机构管理

（5分）

机构性质（2分）

资源整合（3分）

1. 县级人民政府领导，县级教育行政部门主管，具有独立法人资

格的办学实体。负责本地区教师培训和教学研究的策划设计、组

织实施、服务指导、管理评价。

2. 县级教师培训机构已基本实现与教研、科研、电教等相关机构

的职能和资源的有效整合，形成上联高校、下联中小学的区域性

教师学习与资源中心。

http://www.moe.gov.cn/ewebeditor/uploadfile/2011/12/07/20111207173345446.doc
http://www.moe.gov.cn/ewebeditor/uploadfile/2011/12/07/20111207173351647.doc


领导班子

（4分）

选拔机制（1分）

成员结构（1分）

素质能力（1分）

团队合作（1分）

1、 1. 领导班子实行任期目标责任制。

2、 2. 领导班子成员平均年龄不超过 50 岁，全部具有大学本科及以

上学历和中级以上职称，高级职称占 60%以上。主要负责人应具

有高级职称。

3、 3. 领导班子成员了解本地区基础教育和培训需求，熟悉教师培训

与教研，有培训专业化的理念，有较高的政策水平和专业能力，

管理经验丰富，富有改革创新精神。

4. 领导班子作风正派，分工明确，团结协作，近三年考核综合满

意率达 80%以上。

经费保障

（3分）

办学经费（2分）

经费管理（1分）

1. 建立以地方财政拨款为主的经费保障机制，保证经常性经费、

基本建设经费和专项经费，按时、足额拨付。

2. 经费预决算制度和审计监管制度健全。近三年经费审计合格。

基
础
设
施

（17 分）

校舍条件

（7分）

培训条件

（10 分）

校园建设（2分）

建筑面积（2分）

4、 1. 有独立校园校舍，规划合理，功能明确，校园环境文明整洁。

5、 2. 原则上全县教职工总数 5000 人以下，占地面积应不低于 10

亩，建筑面积达 5000 平方米以上；教职工总数 5000-8000 人，

占地面积不低于 15 亩，建筑面积达 7000 平方米以上；教职工总

数为 8000 人以上，占地面积不低于 20 亩，建筑面积达 10000

平方米以上。

培训容量（1分）

专业教室（2分）

1. 校舍和配套生活设施能同时承担 300 人以上专项集中培训。

2. 具备计算机网络教室、多媒体教室、多功能学术报告厅、心理

健康辅导室、图书资料室等专业教室，能满足本地区教师培训的

需要。专业设施标准不低于省级示范高中的水平。

设备设施（1分）

网络环境（1分）

远程支持（1分）

1. 配备计算机不少于 150 台；配备视频投影、教学录播系统、

双向视频等设备。

2. 具有与教育网、公网进行有效连接的网络环境，网络出口带

宽不低于 10M，建有内部局域网，配备专用服务器，能为本地中

小学教师提供网络研修和校本研修有效的支持和服务。

3. 具有支持本地区教师有效开展远程学习和校本研修的网络平

台。

图书音像（1分）

数字资源（2分）

使用更新（1分）

1. 报刊不少于 80 种，图书资料（各类教材除外）3 万册以上。

其中基础教育类的报刊和图书资料占总数的 85%以上。教育教学

和教师用音像资料总量不少于 1500 小时。

2. 建有覆盖全区域的教师学习资源平台和资源库，实现资源共

享。

3. 每五年图书音像资料和数字资源补充更新率不低于 20%。

设施管理（1分） 配备专职技术、管理人员，保证教师培训设备设施的正常运转，

符合安全、消防、卫生等方面的要求。

实践基地（2分）
有附属学校或实验学校作为开展教学研究、教师培训的实践基

地，正式聘有一批高水平的实践指导教师，协助开展教师培训。



教
师
队
伍

（22 分）

专任教师

（10 分）

教师数量（3分）

结构比例（1分）

教师管理（1分）

培训提高（1分）

1. 专任教师数一般不低于本地区中小学专任教师总数的 5‰（教

师总数 5000 人的县培训机构教师不少于 40 人），应具有 3 年以

上中小学教育教学经历，学科配备齐全。

2. 专任教师占机构在职教职工总数 80%以上。

3. 专任教师管理纳入中小学教师管理系列，积极推进培训机构专

任教师与中小学教师双向流动。

4. 专任教师按要求参加培训者培训，每年培训时间不少于 72 学

时。

学历状况（1分）

职称比例（2分）

名师比例（1分）

1．50 周岁以下专任教师 100%达到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具有研

究生学历和硕士、博士学位者达到 15%，并逐年提高。

2. 90%以上教师具有中、高级职称，高级职称占 40%以上。

3. 具有特级教师称号或正高级职称的专家型教师不低于专任教

师数的 5%。主要学科地、市级及以上骨干教师每学科不少于 1

名。

兼职教师

（4分）

结构比例（1分）

教师管理（1分）

1. 聘请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社会上的知名专家、中小学优秀教

师任兼职教师；兼职教师与专任教师的比例不低于 1.5:1。

2. 兼职教师管理规范，实行动态管理。

工作内容（1分）

目标绩效（1分）

1. 兼职教师工作任务明确，每年承担教研与培训活动不低于 30

学时。

2. 兼职教师工作有成效，学员满意率不低于 80%。

能力建设

（8分）

策划设计能力（2 分）

组织管理能力（2 分）

研究指导能力（2 分）

评估服务能力（2 分）

1. 培训教师具有策划设计能力，能根据本地教育改革发展需求与

教师需求，策划培训方案，研发课程资源，设计培训活动。

2. 培训教师具有组织管理能力，能规范有效地组织实施各项培训

活动，与学校教师进行有效的沟通和交流。

3. 培训教师具有研究指导能力，掌握现代教育理论和技术方法，

能深入研究课堂教学和教师成长规律，具体指导校本研修和网络

研修。

4. 培训教师具有评估服务能力，能对课堂教与学的质量与效果进

行科学观察与分析评价，培训前能对教师进行需求调研，培训中

能对过程进行有效监控，培训后能对培训绩效进行客观评估，为

教师专业发展提供有效的专业支持和服务。

培训管理

（10 分）

发展规划（1分）

培训规划（1分）

培训绩效（2分）

1. 具有明确的培训者队伍建设目标和发展规划，指导区域内全

体中小幼教师制定专业发展计划。

2. 协助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制定中小幼教师全员培训五年规划，组

织指导本地区教师培训、校本研修。

3. 加强教师培训需求调研和培训项目研发，优化培训内容，创新

培训方法，加强教师培训的自主性和选择性。采取集中培训、远

程培训、校本研修等多种手段，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质量监控（2分） 1. 建立教师培训质量监控和测评制度，完善教师培训质量评估机

制和体系。培训满意度在 80%以上。



专
业
效
能

（33 分）

评估制度（1分） 2. 采取多种有效方式，对培训项目实施过程评价和绩效评估。

管理规范化（1 分）

管理信息化（2 分）

1．培训管理制度健全，过程管理规范，培训服务周全，培训考

核严格并有记载。培训过程有记录表单，培训结束有总结反馈及

整改措施。

2. 教师培训实现信息化管理，信息登记及时，电子档案齐全，学

时学分登记率 100%，无差错。

功能发挥

（23 分）

全员培训（3分）

专项培训(2 分)

管理者培训（1 分）

1.有计划地开展教师五年一周期的全员培训，实施新任教师岗前

培训、在职教师岗位培训和骨干教师培训。近五年内曾参与组织

省级或国家级骨干教师培训项目，参训率达 98%以上，合格率达

95%以上。

2. 有效组织班主任、课程改革、师德修养、心理健康、安全教育、

教育技术、紧缺学科等各种专项培训。

3.制定本地区中小学校长、幼儿园园长以及中层干部的培训规划。

多途径开展中小学校长、幼儿园园长及中层干部培训。

学历提升（1分）
配合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做好本地区教师学历提升规划，有效组织

和指导教师参加学历提升教育。

课题研究（4分）

研究成果（3分）

1. 近五年内，参与地市级课题研究 5 项以上。其中取得地市级及

以上课题立项资格，并按期结题的不少于 2 项。曾参与省级或国

家级教育科研课题研究，并发挥重要作用。

2. 每学期至少组织 1 次本区域教师专业发展科研成果交流活动。

3. 近五年内公开发表的科研成果达到专任教师人均 2 项，其中教

育教学研究或培训研究成果不少于 50%。

4. 有效组织和指导本地区教师开展教育科学研究和实验，成果显

著。

专业指导（3分）

校本研修（2分）

1. 培训机构主管领导每学年深入中小学校了解指导教学、听课不

少于 50 节；专职教师每学年下校听课、蹲点指导、送教上门不

低于 80 节。

2. 及时发掘、总结、推广本地区优秀教师的先进教育教学经验。

1. 为本地区中小学开展校本研修提供有效的支持，指导本地区中

小学制定校本研修计划，建立和完善校本研修制度。

2. 每学期至少组织一次区域性的校本研修工作会，交流推广校本

研修经验和成果。

政策咨询（1分）

专业咨询（1分）

1. 定期开展工作调研，为政府提供教师队伍建设和教育教学改革

等方面的政策咨询建议；近五年被采纳和采用的成果和建议等不

少于 10 项。

2. 为本地区中小学、幼儿园，提供有效的专业咨询服务。

社会服务（1分）
为所在地区相关机构、组织、社区提供学习资源、设施设备与咨

询指导等服务，在推动学习型社会建设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表彰奖励（1分） 近五年内，获得地市以上政府或教育部门表彰或奖励。

特
色
影
响

（12 分）

服务对象评价（2 分）

同行评价（2 分）

社会评价（2 分）

1. 工作成效得到所在区域教育行政部门、中小学校长和教师高度

评价，满意率在 80%以上。

2. 工作成效得到同行高度评价。

3. 新闻媒体和社会舆论有较高评价。

特色创新（6 分）

1. 在教师培训、教学研究、资源建设、教育科研等方面有效创

新，形成显著的办学特色。

2. 积极开展教师自主选课、个性化菜单式培训的试点。

3. 在探索教师培训机构专业化上做出新的探索，新的贡献。

备注
1. 评估对象包括区、县、旗级基层教师进修院校和直辖市区县教师培训机构。

2．未实现整合的机构原则上不具备参评资格。

附件 2：

示范性县级教师培训机构申报名额分配表

省份 年度申报名额（个） 总名额（个）

北京 1 4

天津 1 4

河北 3 12

山西 2 8

内蒙古 1 4

辽宁 1 4

吉林 1 4

黑龙江 1 4

上海 1 4

江苏 2 8

浙江 1 4



安徽 2 8

福建 1 4

江西 2 8

山东 3 12

河南 3 12

湖北 2 8

湖南 2 8

广东 3 12

广西 2 8

海南 1 4

重庆 1 4

四川 3 12

贵州 1 4

云南 2 8

西藏 1 4

陕西 1 4

甘肃 1 4

青海 1 4

宁夏 1 4

新疆 1 4

新疆兵团 1 4

合计 50 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