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15 年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国家级

培训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

教师厅〔2015〕2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财政厅（局），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教育局、财务局：

为进一步推动教师培训综合改革，提升培训质量，现就做好 2015

年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国家级培训计划（以下简称“国培计划”）实施工

作提出如下要求：

一、明确工作重点，做好整体设计

2015 年起，“国培计划”主要面向乡村教师，采取顶岗置换、送

教下乡、网络研修、短期集中、专家指导、校本研修等有效方式，对教

师进行专业化培训。各地要按照“国培计划”——中西部项目和幼师国

培项目实施方案要求，分批遴选项目县，分步扎实推进项目实施工作。

各地要组织力量深入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各级教师培训机构和乡村

中小学幼儿园一线，采取实地考察、问卷调查、座谈与访谈等方式进行

全面细致专项调研，重点把握本地乡村教师队伍整体状况、乡村教师培

训工作开展情况、乡村教师能力素质水平、乡村教师学习方式和乡村教

师发展路径等。通过专项调研，明确乡村教师培训工作的薄弱环节，找

准乡村教师发展短板，摸清乡村教师培训需求，明确 2015 年中小学教

师培训和幼儿园教师培训的覆盖范围、培训规模、重点任务、推进步骤、

管理举措和保障措施等，做好项目整体设计。



二、优化项目设置，精心研制规划方案

“示范性项目”以培训团队打造、骨干教师高端研修、紧缺领域教

师培训为重点，创新培训模式，加强优质资源建设。“中西部项目”和

“幼师国培项目”主要针对乡村中小学教师和幼儿园教师需求，实施培

训团队置换脱产研修、送教下乡培训、教师网络研修、乡村教师访名校

培训、乡村校园长培训等五类项目。要加强紧缺领域和薄弱学科教师培

训，开展书法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校园足球师资培训。

各地要根据本地实际，进一步细分培训对象，细化项目设置，精心

研制项目规划方案。明确各子项目的培训目标、培训对象、培训内容、

培训方式、实施要求等内容，规范指导院校（机构）及区县的项目申报、

实施和考核评价等工作。

三、择优遴选培训机构，提升培训实效

为确保项目落地，由高等学校、具备资质的公办民办教师培训机构、

县级教师发展中心和优质中小学幼儿园协同申报国培项目。高等学校须

整合校内培训资源，建立与县级教师发展中心、优质中小学幼儿园的合

作机制。县级教师发展中心应实现与教师培训机构、教研和电教等部门

的整合。改革完善项目招投标机制，将周期招标与年度报审相结合，对

绩效考评优良的单位实行 2-3 年周期招标制，同时实施年度末位淘汰，

调整比例原则上不少于 20%。

培训任务承担院校（机构）要科学诊断教师培训需求，分类、分科、

分层设计递进式培训课程，以提升教师教学能力为重点，开展主题鲜明

的培训。将师德教育、法治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和信息技术应用作为培



训必修内容。有效利用教师网络研修社区，切实推行集中面授、网络研

修和现场实践相结合的混合式培训，促进教师学用结合。

四、加强监管评估，确保培训质量

国家完善国培机构资质标准，采取大数据评估、学员网络匿名评估、

专家抽查评估和第三方评估等方式对各地项目实施过程及成效进行监

管评估。各地要依据相关标准，细化培训方案与培训课程评审，严把入

口关。依托现有资源，建立项目实施过程监管与绩效评估信息化管理系

统，全面监控培训过程，有效开展培训绩效评估。建立培训绩效公开制

度，将评估结果作为项目县和培训机构遴选及调整的重要依据。

要根据国家要求，结合本地实际，合理配置“中西部项目”和“幼

师国培项目”经费。加强经费使用监管，完善项目预决算，严格经费报

销，确保专款专用。培训食宿安排要厉行勤俭节约，要切实落实中央八

项规定的要求，严禁使用培训经费安排与培训无关的参观考察活动。各

地要落实工作经费，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应于本通知印发后 30 天内在教育部网站教师

工作司网页发布招投标通知。相关省份应在 60 天内完成“中西部项目”

和“幼师国培项目”规划方案研制、培训院校（机构）及项目县遴选工

作，按相关要求报送教育部、财政部评审。对经核实在项目实施过程中

存在培训组织管理不力、参训学员满意度低、培训经费使用不当等类似

问题的省份，中央财政将核减该省份当年“国培计划”专项经费。

附件：1. “国培计划”——示范性项目.doc

2. “国培计划”——中西部项目和幼师国培项目.doc

http://www.moe.gov.cn/ewebeditor/uploadfile/2015/04/22/20150422162314850.doc
http://www.moe.gov.cn/ewebeditor/uploadfile/2015/04/22/20150422162327498.doc


教育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

2015 年 4 月 2 日

附件 1

“国培计划”——示范性项目

2015年“国培计划”——示范性项目以培训团队打造、骨

干教师高端研修、紧缺领域教师培训为重点，创新教师培训

模式，大力推行混合式培训，着重推进跨年度递进式培训，

加强优质资源开发建设，积极探索教师常态化培训机制。

一、推进综合改革

设骨干教师能力提升高端研修和优秀青年教师成长助

力两个项目，分别面向 2000名特级教师和 2000名发展潜力

大的优秀青年教师，采取集中面授与网络研修相结合的方式，

以任务驱动为主线，通过诊断测评、行动研究、总结提升和

成果推广等阶段，进行跨年度递进式培训，帮助优秀教师提

炼教学经验，塑造教学风格，凝练教育思想，生成标志性成

果，提升教育教学创新能力和培训本地骨干教师的能力，为

各地培养一批教育教学改革的引领者和培训专家。

二、注重紧缺领域骨干教师培训

对 500 名法治教育、3000 名体育美育、1900 名特殊教

育、2000名学前教育、1000名班主任和 1300名优秀传统文

化教育等紧缺领域的骨干教师，采取集中面授与网络研修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专项培训，帮助教师解决教育教学实际问



题，提高教育教学能力和培训能力，示范引领各地加强紧缺

领域教师队伍建设。

三、创新网络研修

在各省遴选项目县，建设示范性教师网络研修社区，实

施网络研修与校本研修整合培训，分级组建培训者团队，推

动专家指导校本研修，建立校本研修良性运行机制，对 80000

名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进行专项培训。在各地建立示范性教师

工作坊，将集中面授与网络研修相结合，培养 400名教师工

作坊主持人，引领 40000名地市和区县骨干教师教研员进行

工作坊研修，打造信息技术环境下的教师学习共同体。

四、加强培训团队建设

主要面向 7000 名高等学校和教师培训机构的专职培训

者、担任兼职培训者的一线优秀教师教研员，采取集中面授

与网络研修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培训能力提升专项培训。专

职培训者培训重在提升培训需求诊断能力、方案设计能力、

课程开发能力、教学实施能力、教师工作坊主持能力和绩效

评估能力等。兼职培训者培训重在提升培训课程开发能力、

活动设计能力、教学实施能力和教师工作坊主持能力等。通

过专项培训，为各地建立省级教师培训团队奠定坚实基础。

五、开展骨干校园长培训

主要面向边远贫困地区农村校长、中小学骨干校长、幼

儿园骨干园长、特殊教育学校校长等，采取集中培训与网络

研修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专项培训，帮助校长更新办学理念，

提高治校能力，为各地培养一批引领教育改革发展的带头人。



附件 2

“国培计划”——中西部项目和幼师国培项目

中央财政支持中西部省级教育、财政部门组织实施“国培

计划”——中西部项目和幼师国培项目，按年度分批遴选项目

县，主要面向乡村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进行 2-3年的周期

性培训，持续提升乡村教师能力素质。

一、项目设置

实施置换脱产研修，建立乡村教师培训团队；实施送教

下乡培训和教师网络研修，建立乡村教师专业发展支持服务

体系，形成区域与校本研修常态化运行机制；实施短期集中

培训，支持村小和教学点教师、乡村幼儿园教师和乡村校园

长培训。

（一）教师培训团队置换脱产研修

遴选培训成绩突出的高等学校、网络研修绩效居前的国

培远程培训机构、能发挥示范作用的县级教师发展中心和校

本研修特色明显的中小学幼儿园协同承担，组织高年级师范

生顶岗支教，置换出拟承担送教下乡和网络研修培训任务的

中小学幼儿园骨干教师教研员，进行为期 4-6个月的脱产研

修，各地可跨年度分段实施。培训主要包括院校（机构）集

中研修、县级教师发展中心和中小学幼儿园“影子教师”跟岗

实践、返岗培训实践和总结提升等四个环节，跟岗实践时间

不少于 1／3。须建立工作坊，将网络研修贯穿始终。省级教

育行政部门要组织专家统筹设计课程，合理配置理论课程与



实践课程，系统整合网络研修课程，坚持教研类课程与培训

类课程并重，培训类课程须涵盖送教下乡培训、网络研修和

校本研修的实施方法与技能。通过研修，全面提升骨干教师

教研员的教育教学能力和培训指导能力，打造一支“用得上、

干得好”的县级教师培训团队。

（二）送教下乡培训

省级统筹，项目县组织，高等学校、县级教师发展中心、

乡镇片区研修中心协同承担，以本地教师培训团队为主体，

整合全省（区、市）专家资源，分学科组建送培团队，开展

送教下乡培训。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指导项目县建立完善的送

教下乡培训模式，将送教下乡与校本研修指导并重，以任务

驱动为主线，按年度分阶段实施主题式培训，应包括诊断示

范、研课磨课、成果展示、总结提升等阶段，切实提升乡村

教师课堂教学能力。原则上同一乡镇同一学科每年送培不少

于 4次，每次不少于 2天。县级教师发展中心要将送培课程

及生成性成果进行再加工，形成培训资源包，支持乡村学校

开展校本研修。

（三）教师网络研修

遴选具备“国培计划”远程培训资质的高等学校和教师培

训专业机构承担网络研修任务，组织实现网络研修任务承担

机构与项目县对接，每县对接 1家机构，支持双方协同开展

2-3 年周期性培训，建立县域教师网络研修社区，形成区域

与校本研修常态化运行机制。项目县要建立网络研修任务承

担机构与本地教师发展中心、中小学校的协同机制，有效利



用“个人空间—教师工作坊—研修社区”一体化网络研修体系，

开展网络研修与校本研修整合培训和教师工作坊研修。实施

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专项培训，安排网络研修经费

50%左右。网络研修与校本研修整合培训重在遴选有条件的

中小学幼儿园，建立基于网络的校本研修常态化运行机制。

教师工作坊研修重在依托本地培训团队，分学科（领域）建

立骨干引领全员的教师常态化学习机制。

网络研修与校本研修整合培训。依托网络研修社区，将

网络研修与校本研修相结合，对具备网络学习条件的乡村中

小学幼儿园教师，每年开展不少于 120学时的专项培训，第

一年应进行不少于 50 学时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培训。

网络研修任务承担机构要为每个学员开通“个人空间”，为每

个培训者成立“教师工作坊”，建立“学校社区”，形成“区域社

区”。项目县要建立县级和校级培训团队。网络研修任务承担

机构要与县、校密切合作，系统设计培训课程，坚持整体规

划与突出特色相结合，以任务驱动为主线，分类设计培训者

培训、区域研修和校本研修课程，有机整合线上与线下研修

课程，预设丰富适用的优质课程，加工汇聚生成性课程，建

立本地课程资源库，确保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教师工作坊研修。依托教师工作坊，采取集中面授与网

络研修相结合的方式，以任务驱动为主线，通过诊断测评、

实践反思、总结提升和成果推广等阶段，进行跨年度递进式

培训，建立教师常态化学习机制。统筹设计两级培训，省级

教育行政部门采取工作坊研修方式，重点遴选信息技术水平



较高的项目县专职培训者和教研员进行专项培训，培养成为

工作坊主持人并不断提升其培训能力。集中面授每年不少于

15天（分 2-3次进行），网络研修每年不少于 60学时。项目

县依托工作坊主持人，利用县域教师网络研修社区，分学科

（领域）组建教师工作坊，遴选具备网络学习条件的乡村教

师进行工作坊研修，不断提升乡村教师教育教学能力。每坊

学员原则上不少于 50人，集中面授时间每年不少于 4天（分

2次进行），网络研修每年不少于 80学时。

（四）乡村教师访名校培训

分批组织本省（区、市）教学点教师到一线或东部中心

城市高水平院校，村小教师到本省（区、市）省会（首府）

或东部中心城市高水平院校，进行为期 10 天左右的集中培

训，针对教育教学突出问题，采取专题讲座、案例研讨与名

校观摩等方式，帮助教师开阔视野、更新理念、提升能力。

组织“特岗教师”到城市优质中小学校进行为期 15 天的跟岗

实践研修，提升课堂教学能力。各地要结合本地实际，开展

乡村学校足球教师培训。

遴选高等学校和城市优质幼儿园，采取集中研修和跟岗

实践相结合的方式，主要面向乡村新建幼儿园教师和幼儿园

转岗教师，开展为期 15 天左右的专项培训，其中，跟岗实

践不少于 10天。通过培训，提升乡村幼儿园教师保教能力，

防止和纠正幼儿园教育“小学化”倾向。

（五）乡村校园长培训



遴选高等学校和城市优质中小学幼儿园，采取集中培训

与跟岗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对乡村中小学校长和幼儿园园长

进行为期 15 天左右的专项培训，内容主要包括乡村教师发

展政策、校本研修设计与实施、乡村教师发展支持策略与方

法等，全面提升校园长专业能力。

二、有关要求

（一）加强项目统筹管理

省级教育、财政部门要根据国家总体要求，重点做好项

目规划设计、项目县与培训院校（机构）遴选、项目实施过

程监控和培训绩效考核评估等工作；推进项目规范化管理，

以落实项目县管理责任和推动各方协同为重点，建立健全项

目管理制度；建立专家全程指导机制，进行项目设计，跟踪

项目实施，强化项目指导，做好项目评价；全面推进项目精

细化管理，依托专门机构做好项目协调管理的具体工作，确

保项目有序实施。

（二）做好项目县遴选与管理

要本着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采取材料评审和专家

实地考察相结合的方式，择优遴选项目县，进行 2-3 年的周

期性支持。申报县（区、市）应具备以下条件：重视教师培

训工作，实现教师培训机构、教研和电教等部门整合，县财

政足额落实本级培训专项经费，学校按不低于公用经费 5%

列支培训经费。制订评估标准，切实做好对项目县乡村教师

培训工作的考核评估，重点评估培训支持服务体系建设、本

地教师培训团队建设、教师网络研修社区建设、区域与校本



研修运行机制建设等工作，综合工作成效，实行年度末位淘

汰，比例原则上不低于 10%。

（三）建立乡村教师培训团队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教师培训团队建设，按照专家

与本省中小学幼儿园教师比不低于 1：500 建立省级教师培

训专家团队；指导县级教育行政部门按照培训者与本地乡村

教师比不低于 1：30建立县级教师培训团队；建立两级培训

团队的管理机制，统一认定，强化激励，细化考核，动态调

整。

（四）推进项目信息化管理

要依托现有资源，建立完善项目信息化管理系统，实现

项目申报、项目评审、学员选派管理、培训过程监管和绩效

评估全过程的信息化管理。依托信息化管理系统，落实国培

学分认定登记制度，建立参训学员电子档案，有效记录学员

学习过程及参训成效，激发学员参训动力。信息化管理系统

应与项目县、培训任务承担院校（机构）和中小学幼儿园对

接，实现信息便捷有效查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