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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考再创佳绩　Ｐ２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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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２００９年，如皋教育以创建教育现代化县

（市）为目标追求，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力

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深入实施素质教育，努力构

建“均衡、优质、和谐”的教育格局。如皋市被命名

为江苏省教育现代化县（市）。市教育局被评为省

现代教育技术应用先进单位、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

先进集体、招飞工作先进单位，南通市“五五”普法

中期先进单位、文明单位、内部审计工作先进集体、

现代教育技术工作先进单位、教育工会先进集体，

如皋市市级机关先进集体、安全工作先进集体、法

治建设先进集体、审计工作先进集体、环保工作先

进集体、建议提案办理先进单位、文明机关。局党

委获“如皋市组织工作创新创优奖”。“教育如皋”

被命名为市级机关优秀服务品牌。

法治综治　年内，市教育局完善依法治教、依

法治校工作标准体系，健全《学校章程》和管理制

度，评定如皋市法治建设合格学校５１所，其中５所

学校成为南通市依法治校示范校，列南通第一。建

立“一岗双责”综治安全管理制度，构建“三纵三横”

安全工作网络，完善综治安全管理制度，组织专项

整治行动９次，成功创建省“平安校园”学校７所，

申报南通市最安全学校１５所，安全工作考核列全

市第一名。规范学校后勤管理和公寓用品采购，组

织学校食堂、食品卫生综合性检查８次，创建Ａ级

食堂１８个，Ａ级食堂列南通第一。

人事制度改革　年内，市教育局坚持实绩导向

和用机制管人用人，激发教育管理干部干事创业的

积极性。面向全国公开招聘教师，组织招聘新教师

２次，招聘中学新教师７９人，其中硕士生１８人、本

科生６１人。实施教师编制超编镇“出一进一”制

度，新教师优先保证缺编镇，全部清退代课教师。

实施职称、岗位评聘分开过渡办法，根据市人事主

管部门的有关规定，以市直学校或镇中心初中为单

位，公示当年空岗数，各单位组织申报、评审高级专

业技术职称，必须实行排序、公示、备案制。鼓励

“超岗”单位新评职称的教师向“缺岗”单位流动，一

旦办理调动手续，随时报批相应的岗位职务工资。

６月，召开全市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暨人事管理工

作会议，出台《关于做好２００９年中小学教职工流动

（调动）工作的通知》（皋教发〔２００９〕１０５号）。７月，

公开招考新组建学校校级领导干部，市港城学校校

级领导干部由市教育局从全市中小学教师中公开

择优招考，市外国语学校中层以上干部由市教育局

从如皋初中、实验初中、许庄初中、大明初中、如城

三中、如师附小、安定小学、许庄小学在职干部、教

师中公开择优招考。

队伍建设　年内，市教育局实施名师工程，多

渠道拓展名师成长空间，首创名师工作室，制订《名

师工作室章程》、《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考核办

法》，促进优秀教育人才示范辐射效益最大化，全市

１１８名教师获全国模范教师、全国优秀教师、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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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百名杰出校长、省优秀教育工作者、省师

德标兵、南通市名校长、南通市第一梯队名师培养

对象等荣誉称号，许友兰名师工作室跻身全国名师

工作室百强之列，１８人被评为南通市学科带头人，

２７人被评为南通市骨干教师，评选出如皋市名教

师１０人、学科带头人５０人、骨干教师２００人。先

后出台《２００９年如皋市中小学教职工队伍建设意

见》、《如皋市校本教研活动推进指导意见》、

《２００９年如皋市中小学教师培训方案》，突出教师

专业研修，全面开展省、市、县、校四级培训，广泛开

展读书活动、优课评比、教研沙龙等系列活动，加速

教师专业化成长，全市参加教学比武获南通市级及

以上奖项３１０人次，其中获全国一等奖１８人，在全

省领先。３月，成立市师资队伍建设办公室，组织

全市中小学教师制订和实施三年专业成长规划。

出台《南通、如皋市两级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教

坛新秀年度工作实绩考核实施办法》。８月，组队

参加南通市初中化学教师实验技能操作大赛，囊括

前三名，获一等奖４人，二、三等奖各３人，并获唯

一团体一等奖。设立优秀教育人才奖励基金，对特

级教师、名教师等给予奖励，对获得博士、硕士学历

的教师给予专项补贴。对全市４４８位获得各级荣

誉称号的优秀教育人才进行严格考核，４２７人考核

合格。１０月，组织６名教师参加南通市小学音乐

教师钢琴基本技能比赛，４人获一等奖，２人获三等

奖，并获团体二等奖。１１月，组织教师参加第七届

“全国中小学信息技术创新与实践活动”，南通地区

共有２８名教师和四个团队入围决赛，我市有２７名

教师和两个团队入围；组织教师参加第七届全国信

息技术与课程整合大赛，１６名教师全部入围全国

总决赛并获奖，获一等奖４人、二等奖１１人、三等

奖１人，被国家教育部评为优秀组织奖。

素质教育　年内，市教育局深入开展“教学规

范年”活动，督导检查学校４６所，进一步规范学校

办学行为。开展“有效教学年”活动，下发各学科的

教学行为准则。成功创建南通市特色学校２０所，

省级绿色学校２所、南通市级绿色学校１１所。组

织学生参加各类竞赛，获团体奖９个、省一等奖

２１人、南通市一等奖１３８人，领先于南通其他县

市。２月，组织全市中小学生参加江苏省中小学电

脑制作活动，收到作品１０５篇，经评审，共上报作品

４０篇，获省二等奖６人、省三等奖８人，质量、数量

均为南通市第一。３月，举行初中、小学活动单导

学模式课题研讨会。组织全市学生参加江苏省“我

和我的祖国”网络读书活动，如皋市是南通９个县

市区中唯一将活动百分之百覆盖到中心小学（含中

心小学）以上学校的县市，全市上传征文总数达

４３８３篇，为全南通第一，比第二名超出２４７８篇，占

全南通征文总数的３２％。５月，召开千余人参加的

小学、初中、高中课程改革现场会，展示各学段活动

单导学模式，有效提高课堂教学效率。８月，《南通

教育研究》（夏季卷）以整刊篇幅介绍如皋“书香教

育”特色情况。组队参加南通市中学生英语口语比

赛，初中组获一等奖４名、二三等奖各１名，高中组

获一等奖２名、二等奖１名、三等奖４名，其中初中

组５名、高中３名选手被选拔代表南通市参加江苏

省比赛。

教学质量　年内，全市教学质量获得“培优”与

大面积提高质量双丰收。４月，在高中学业水平测

试中，成绩居全省前列。５月，在对口高校招生考

试中，全市录取本科人数占全省招生计划的１／５。

６月，在普通高校招生考试中，全市本科上线人数

达５３００多人，本一上线率为全省平均值的２．６倍，

本二上线率约为全省平均值的２倍，进入全省前

８０００名的高分人数占１／２０。暑假期间，著名高校

南大、东大、南航、南理工的校长、书记到如，集中向

考生发放《录取通知书》，全省仅此一例。

德育工作　年内，市教育局坚持“育人为本，德

育为先”的教育理念，紧紧围绕“培养什么样的人”、

“怎样培养人”这两个核心问题，明确目标，积极实

践，创新探索，建立如皋中小学德育交流展示工作

平台，开展法制教育和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强化

校园文化、精神文化、管理文化、活动文化建设，催

生出东皋幼儿园的阳光教育、如师附小的小公民教

育、林梓小学的留守儿童教育、江安中学的真诚教

育、市一中的自胜教育、丁堰中学的法制教育等一

批颇具影响力的德育品牌。全市成功创建省和谐

校园７所、南通市和谐校园８所。３月，出台《如皋

市中小学“爱心校园”建设工作方案》，全力打造“爱

心校园”。６月，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中心

承办的受人口流动影响的儿童问题研讨会上，交流

林梓留守儿童教育模式。７月，以庆祝建国６０周

年为主题，组织开展“我爱我的祖国”主题教育活

动，在南通市组织的爱国主义演讲竞赛、知识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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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如皋获奖总量、获一等奖数量列南通市第一。

８月，关爱留守儿童林梓模式在省农村留守儿童示

范学校校长经验交流会上交流。９月，组织评选如

皋市优秀班主任、优秀德育工作者，全市５００多名

教师当选。１０月，召开如皋市中小学幼儿园第三

届德育暨常规管理工作现场会。

体艺工作　年内，市教育局先后举办科技节、

体育节、艺术节，组织“大课间体育活动”、“跑操”、

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阳光体育冬季长跑启动

仪式、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冬季三项锻炼检查评

比和课余运动训练网络学校乒乓球比赛、篮球比赛

等活动。全市学生累计长跑３０００万公里，可绕地

球７２０．１５周，以此素材编制的电视专题片《向着太

阳奔跑》参加省、南通市评比。５月，组织中小学新

广播操评比，如皋初中、磨头小学获南通市广播操

比赛一等奖。９月，组织南通市优秀节目（如皋会

场）展演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６０周年暨纪

念第二十五个教师节文艺演出，选送节目参加南通

市评比，获一等奖１６人次。１１月，在省第三届校

园艺术节上，如师附小幼儿园《胖萝卜生病了》、实

验初中《青春与校园联网》、市一中课本剧《风波》均

获一等奖，其中《青春与校园联网》被上海世博会开

幕式选用，并代表江苏省参加第三届全国中小学生

艺术节。《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抽测，全市所有

学校均向国家教育部上报测试数据。

教育内审　年内，市教育局聘请兼职审计人员

１２名，完成审计项目４７个，其中预算执行与决算

审计项目１个、财务收支审计项目７个、专项资金

审计项目１个、审计调查项目１个、经济责任审计

项目４个、修缮审计项目８个、基本建设审计项目

２５个，审计总金额６５８７１．３６万元，审计发现问题

金额７７３．２８万元，其中账务处理不当２３９．４２万元，

损失浪费８８．２２万元，促进增收节支７７３．２８万元。

积极尝试建立内审工作情况通报制度，对教育系统

内审工作发现的问题进行点评，有效发挥审计在加

强财务管理，促进党风廉政建设的作用。１月，修

订《如皋市教育系统内审工作手册》。

课程改革　年内，市教育局依据新课改的思想

和要求，积极推进有效教学，创造出具有本土特色

的“活动单导学”教学模式。先后组织全市大规模

“活动单导学”教学模式推进活动９次，展示示范课

４００多节，培训教师２．６万多人次，“活动单导学”教

学模式基本实现全覆盖。开展“草根式”教科研，新

建微型课题研究项目中心１０家，新增省教育科学规

划立项课题１０个。１０月，《江苏教育研究》２００９年第

十期以整刊１０多万字系统介绍如皋“活动单导学”

教学模式推进情况。１２月３～５日，第四届江苏省教

育家论坛暨首届两岸三地有效教学如皋高层论坛

在如皋成功举办，来自香港、台湾及省内外教育专

家、代表７００多人，对如皋“活动单导学”教学模式打

造的高效课堂予以充分肯定。“活动单导学”教学模

式被省教育厅列为课堂教学改革的重要模式。

１２月，白蒲中学《“活动单导学”方式在农村普通高

中课堂教学中的实践》被列为国家教育部规划课

题，江安中学、如皋初中、如师附小成为省陶研会实

验学校，全市教育科研工作跃入南通第一方阵。

教育教学研究　年内，市教育局积极组织申报

“十一·五”教育科学规划２００９年度课题，课题立

项层次和数量在南通市均处于领先地位，其中：白

蒲高级中学范建银申报的课题《“活动单导学”方式

在农村普通高中课堂教学中的实践》被立项为全国

教育科学规划２００９年度教育部规划课题，填补全

市没有国家级教育科研课题的空白；如皋中学左伯

华等１０人申报的课题被省教育科学规划办立项，

其中１项为省重点资助课题，１项为省青年资助课

题；江安小学黄美兰等２３人申报的课题被南通市

教育科学规划办立项，其中有２项为南通市重点资

助课题。创新科研管理制度，１０家项目中心整合

全市优质资源，着力解决“活动单导学”课堂教学改

革中认识和操作层面的实际问题，先后开展教学观

摩、沙龙研讨、校际交流、阶段成果评比等富有建设

性和开拓性的专题活动２０余次，参加老师达

１６００多人次，“活动单导学”模式中活动单的设计

与实施、教师导学时点的调控、小组合作的优化等

方面形成诸多经验做法，并及时在全市教师中推广

使用，产生广泛影响。

基础设施建设　年内，全市区域教育现代化所

有工程建设按序时进度全面推进到位，全年实施跨

年度工程项目２９个，施工面积１３．６２万平方米，于

秋季开学前全部竣工交付使用。全年新开工程项

目３９个，施工面积１４．３２万平方米，在省验收前主

体全部结束。加强基建工程管理，规模工程报建及

招投标率１００％，小规模工程项目（５０万元以下）全

部纳入招标管理，４６个竣工项目均一次性通过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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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合格率１００％，其中郭园小学综合楼和白蒲镇

中公寓楼等４个工程受到市建设主管部门表彰。

全年改造旧老校舍３５０００平方米，当年新增危房全

部消除。结合区域教育现代化建设、布局调整，推

进实施校舍安全工程，新建工程全部竣工后将新增

符合抗震要求的校舍面积近２８万平方米，大大提

高全市符合抗震设防要求的中小学校舍比例。积

极推进幼教办学条件改善，加强园舍改造和幼儿园

场地改造，使全市农村４７家幼儿园均达到合格幼

儿园标准。做好寄宿制学校的规划和基建工程管

理，全市列入省食宿条件改善工程的项目２５个，施

工总面积６．９９万平方米，其中新建学生宿舍

５３３３０平方米，新建学生食堂１６５７０平方米，增加

寄宿生床位５４７５个，增加中小学生餐位３５００个。

６月，转发市委办《关于加强汛期安全生产工作的

通知》，在所有学校中全面开展校舍安全隐患排查

治理，消除安全隐患２３处。７月，下发《关于抓好

教育基建工程夏季安全施工的通知》，指导有建设

任务的学校做好安全施工工作，全年未出现因甲方

原因而造成的安全事故。

教育装备建设　年内，市教育局积极组织

“十一五”现代教育技术课题研究和教学研究，组织

１３所“十一五”现代教育技术课题学校正常开展科

研活动，至６月底，所有课题学校通过省电教馆组

织的中期课题评估。组织小学课题学校“十一五”

科研成果展示交流，与雪岸、东陈、林梓、吴窑、高

明、桃园、袁桥等镇开展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联谊

活动，运用多媒体技术、网络技术、电子白板技术授

课１８节，让广大农村教师亲身感受现代教育技术

为有效教学带来的深刻影响。教育装备基本实现

均衡，新添价值３５００万元的现代化教学设备全部

发放到位，学校教育装备均达到省二类标准。拍摄

制作比赛获奖课、参赛课、暑假专题讲座、教师节庆

祝活动等近３００小时。完成江苏省送优质资源下

乡工程课堂教学片２２０７课的格式转换，并全部上

传《如皋教育网》，供广大教师参考借鉴。组织开展

装备管理“百校行”活动，推动装备管理，学校实验

室建设与管理在南通市教育局抽查中得到充分肯

定。４月，组织全市小学、初中体育优秀课评比，提

高“四配套”工程所配备体育器材、设备的使用效

率。对全市３９个初中微机房进行普查，确保正常

使用，保证全市初中英语口语听力考试的顺利进

行。６月，自主开发的软件《如皋市中小学实验室

管理系统》在全市中小学试用，为提高实验室的管

理水平提供科学手段。７～８月，实地检查全市１０３所

农村中小学室外体育器材的质量、安全等方面情

况，并将有关数据上报省装备中心。９～１０月，组

织全市图书管理员、实验室管理员进行图书管理软

件、实验室管理软件培训。１０～１２月，经南通市教

育局挑选，承担省级优质高中教学资源拍摄制作。

如皋教育系统网上办公平台正常运行，有效提高工

作效率，节约办公成本。１２月，全面改版《如皋教

育网》，获２００９年度省优秀教育门户网站二等奖、

２００９年度南通市优秀教育门户网站一等奖。

教育督导　年内，市政府教育督导室有计划地

组织全市各级各类学校（园）学习、宣传新修订的

《南通市幼儿园发展性综合督导评估方案》、《南通

市义务教育发展性综合督导评估方案》、《南通市普

通高中发展性综合督导评估方案》、《南通市中等职

业学校发展性综合督导评估方案》，对全市５所学

校开展综合督导评估，采用不通知、随机方式对

６所学校开展专项督导评估，累计听课５６节，召开

学生座谈会１０次、教师座谈会１０次、家长座谈会

１０次，发放问卷５００张。宣传贯彻省教育厅、省政

府教育督导团《关于开展规范中小学办学行为深入

实施素质教育情况专项督导的通知》，坚决制止和

纠正中小学存在的违背教育方针、违背青少年身心

发展规律的错误做法，对全市各类学校日课表、作

息时间表开展专项督查１０次，对中小学生课业负

担情况专项督查１６次，对节假日违规补课专项督

查１２次。实施对柴湾镇、白蒲镇等８镇学校公用

经费的督查，有针对性地了解、分析学校公用经费

使用情况。１月，出台《如皋市市直学校及镇中心

初中教育工作综合考核方案（试行）》，认真做好考

核工作，促进学校（园）均衡、优质、和谐发展，保障

全面实施素质教育。１２月，根据南通市督导室统

一要求，组织义务教育阶段均衡发展情况专项调

研，提出整改建议，促进教师队伍、教育经费、办学

条件、就学机会等方面均衡发展。

党风廉政建设　年内，市教育局认真落实教育

系统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开展“５·１０思廉日”主

题活动、廉洁文化进校园活动和节日期间廉洁教

育，广大党员领导干部遵纪守法、勤政廉政意识不

断增强。强化基建工程招投标及各级各类考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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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工作环节的监督，局监察部门参与各级各类招

生考试８次、先后参与如师附小、丁堰小学、丁堰幼

儿园、特教学校等建设工程招投标活动５次，参与

职教中心、第一职业高中等学校大宗物资采买议价

活动６次，参与港城、东皋等学校建设物资认质认

价活动１５次，保证相关工作公开、公平、公正，年内

未发生一例违法违纪案件。１月，组织召开全市教

育工作暨春节廉政教育会议，集中学习南通市纪委

《关于切实抓好２００９年元旦春节期间党风廉政建

设工作的通知》精神。组织局机关公务员观看话剧

《母亲的守望》，并组织心得交流。在《如皋教育网》

下发《致全市教育系统党员领导干部的一封信》，开

办《牢记警示言，过好廉洁年》专栏。运用“家校通”

平台发送廉洁过节短信。２月，召开教育系统党风

廉政建设暨创建规范教育收费示范县（市、区）推进

会，各市直学校、镇中心初中与市教育局签订党风

廉政建设责任书。７月，安定小学《清正廉洁兴中

华》参加江海清风———南通市廉洁文化进校园文艺

演出，荣获一等奖。９月，在全市教育系统党员干

部中开展“算好廉政账”专题教育活动，组织观看警

示教育片《算好人生三笔账拒腐防变保清廉》，组织

学习廉政读物《为官别折腾》并撰写心得体会。

１１月，协同市纪委联合推出“崇尚廉洁，从我做起”

廉洁教育木偶戏，在全市２０个镇巡回演出。

１２月，如皋中学的“树廉洁风尚，育栋梁之才”和职

教中心的“廉洁诚信，与我同行”被南通市教育局定

为观摩主题班会。

行风建设　年内，市教育局认真贯彻《中小学

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组织师德演讲比赛，实施教师

“爱心”工程、“百千万”（百名校长联系百名“暂差

生”、千名党员帮扶千名“贫困生”、万名教师帮助万

名“学困生”）爱心行动、“１６８”（每位教师关心、帮助

一个困难学生，每月与所教班级的学生开展谈心活

动或家访不少于６人次，每月为所教班级学习困难

的学生义务补课、辅导不少于８人次）爱生先进评

选，开展“十佳”功勋教师、“感动如皋”十大教育人

物、“十佳”乡村教师评选，制作播放《师德标兵》专

题片１０部，全方位构建师德建设平台，全市涌现全

国模范教师１名、全国优秀教师１名、省优秀教育

工作者３名、省师德标兵２名、南通市师德标兵

３名。３月，重新修订颁发《如皋市中小学教师职业

道德规范考评细则》。８月，首次组织实施全市近

万名中小学教职工的职业道德情况考核测评。

语言文字规范化　年内，市教育局积极推进教

师上课讲普通话。４月，组织全市中小学生参加首

届全国大中小学生规范汉字书写大赛，在南通赛区

初赛中获奖人数居南通赛区前列，在全国决赛中，

两名学生获全国三等奖。７月，举办经典诵读比赛

南通决赛如皋分会场演出，安定小学、实验初中、九

华小学的三个节目获南通市一等奖。９月，职教中

心建成国家级语言文字规范化示范学校。

【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成立】　７月，为更好地落实

国家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政策，经市机构编制部

门批准，如皋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正式成立。

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积极开展生源地信用助学

贷款工作，逐校落实大一新生名额和网上申报工

作，全年受理贷款申请７８５人，其中大一新生１９９人，

贷款金额４０３万元。全年资助普通高中困难学生

６０９２人次，资助金额３０３．６６万元。组织困难寄宿

生申报困难生活补助，落实资助经费，全年资助困

难寄宿生５２０１人次，资助总额１９３．４万元。完成

福彩·慈善“圆梦大学行动”宣传和资助对象遴选，

资助大一新生３１名，７００名农村中小学困难学生

享受“凤凰助我飞”助学金，总金额１５万元。

【庆祝第二十五个教师节】　９月１０日下午，市委、

市政府在如皋大剧院召开会议，隆重庆祝第二十五

个教师节。会上，市委、市政府表彰沈世红等

２１１名优秀教育工作者、陈根生等１０名功勋教师

和市委政法委等２０个尊师重教先进集体、陈德萍

等２０名尊师重教先进个人，下发《关于深入推进教

育现代化建设的意见》。

与会人员欣赏新中国成立６０周年如皋教育成

果图片展《教育，感动如皋》，观看文艺汇报演出《金

秋华章》。

【如皋通过省教育现代化县（市）评估验收】　１２月，

如皋市顺利通过江苏省教育现代化县（市）评估验收。

２００９年，市政府将创建江苏省教育现代化县

（市）列为政府为民办实事之首。全市教育现代化

基本建设立项报建项目总面积４０万平方米，总投

入９．１２亿元，开工建设工程５２个，其中异地新建

幼儿园９所、小学和初中１０所。优化学校布局，撤

·０７２· 如皋年鉴（２０１０）



并小学３９所、初中１１所，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由“十

五”之初的３８９所（小学３１２所，初中７７所）调整为

８８所（小学５８所，初中３０所），进一步凸现规模办

学效益。教育装备基本实现均衡，新添价值３５００

万元现代化教学设备全部发放到位，学校教育装备

均达到省二类标准。农村初中食宿条件改善工程

和农村合格幼儿园建设工程高标准通过验收，４７

所幼儿园获９００多万元帮扶设备。

（田小飞　房丽娜）

学学学　　　前前前　　　教教教　　　育育育

【概况】　全市现有整建制注册幼儿园５１所，省标

准幼儿园达１００％。全市在园幼儿２９６６３人，入园

率９８．３５％。２００９年，１１幼儿园升格创建成省优

质幼儿园。全市共有省优质幼儿园２２所、南通市

优质园１６所。

布局调整　年内，全市调整幼儿园３０所。

校园建设　年内，全市５１所幼儿园全部建成

省标准园，总计投入建设经费１．０８亿元，投入之大

前所未有。如城镇健康幼儿园等１１所幼儿园通过

省评估院组织的省优质园评估验收。建成省合格

园４７所，数量列全省第一。

【省合格幼儿园数量位列全省第一】　年内，全市

５１所幼儿园中有４７所相继通过省合格幼儿园评

估验收，数量位列全省第一。获省设施设备免费配

备９１７．８万元。

省合格幼儿园评估办公室对此评价：“投入之

大，前所未有；推进成效，居苏北苏中前列。”在省创

建合格幼儿园现场会上，市教育局介绍了如皋创建

合格幼儿园的典型经验。

义义义　　　务务务　　　教教教　　　育育育

【概况】　全市现有小学５８所、班级１１９７个，在校

生６０４７９人；初中３０所、班级７８２个，在校生

４３１３９人；特殊教育学校１所、班级１１个，在校生

１２２人。全市小学、初中入学率、巩固率均达

１００％。外来务工子女义务教育阶段入学总数

２５８８人，入学率１００％。

布局调整　年内，全市撤并初中、小学５０所。

素质教育　６月，市教育局组队参加南通市第

三届小学科学探究项目活动比赛，如师附小获一等

奖。１０月，组织开展全市第三届少先队鼓号队比

赛，正常化以赛促练列南通市第一。１１月，白蒲小

学代表全市参加南通市第十八届小巧手比赛，获团

体一等奖。

（梁军民）

高高高　　　中中中　　　教教教　　　育育育

【概况】　全市现有普通高中１０所、班级５３６个，其中

四星高中４所、三星高中６所。在校学生２９７１９人。

星级学校创建　年内，如皋中学、白蒲中学先

后通过省四星高中复验，如皋一中、搬经中学先后

通过省三星高中复验。

军训工作　８月，全市高中全面开展高一年级

暑期军训，建立如皋市中学生军训暨国防教育成果

展示平台。

【普通高考再创佳绩】　６月，全市１０６０８名高中学

生参加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考试，被各类高等院校录

取９８８９人（不含保送生和考入大学强化班的学

生），录取率９３．２２％。本科录取６２１５人，占录取

总数的６３．８５％，其中本科提前录取１５３人，本一

录取１８７８人，本二录取２４２９人。民办本科录取

１７５５人。专科录取３６７４人，飞行学员录取３人。

（阚先锋　何　明）

职职职　　　业业业　　　教教教　　　育育育

【概况】　全市现有主体职业中学４所，其中国家级

重点职业中学（省四星级职业高中）２所、省三星级

职业高中１所、国家级重点技校１所。现有职业高

中学生１３２８０人，其中年内招收高一新生４８９０人。

学校管理　５月，市职教中心电子技术应用专

业、第一职业高中服装专业、大明职中电子技术应

用专业通过省示范专业验收。职教中心、第一职业

高中机电专业通过省课改实验点验收。职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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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通过国家级骨干专业验收。

职教中心、第一职高通过省课改实验学校验收。职

教中心被省教育厅命名为江苏省职业教育先进学

校，第一职业高中被评为江苏省和谐校园。

队伍建设　年内，市教育局组织所有职业教育

教师参加各级各类培训，其中派送３名教师出国培

训。２名教师获南通市职业教育说课比赛机电类

一等奖，１名教师参加南通市语文优质课比武获

一等奖第一名，职教中心校长李松虎被评为中国职

业教育第二届百名杰出校长。

技能训练　３月，参加省技能大赛获一等奖

１０个，占全省县级一等奖总数的１／４，遥居全省第

一。６月，在全国职教技能大赛上，如皋职教系统

获金牌１枚、银牌２枚、铜牌１枚。８月，参加省首

届中职生文明风采大赛，获一等奖４３个，占南通获

一等奖总数的４６．７％。职教中心和第一职业高中

获首届江苏省中等职业学校“文明风采”大赛最佳

组织奖和全国第六届中等职业学校“文明风采”大

赛最佳组织奖。８月，在南通市“桥港经济”演讲比

赛中，市职教中心学生获一等奖第一名。９月，市

职教中心参加南通市职业学校军训汇报获一等奖。

１０月，市职教中心参加南通市星级学校暨重点职

业学校运动会获一等奖。

【对口高考再续辉煌】　３月，全市１１１０名职业中

学学生参加全国对口高考，本科上线６６５人，上线

率６０％，占全省本科招生计划的１／５，再创历史新

高，遥居全省第一。

【李松虎获中国职业教育第二届百名杰出校长殊

荣】　９月，市职教中心校长李松虎被中国职教学

会评为中国职业教育第二届百名杰出校长。

【职教中心建成国家级语言文字规范化示范学校】

９月，市职教中心被教育部国家语委命名为国家级

语言文字规范化示范学校，为职教系统全省唯一。

（陈　斌）

成成成　　　人人人　　　教教教　　　育育育

【概况】　２００９年，全市成人教育（社区教育）工作在创

建省区域教育现代化工程中，以崭新面貌通过验收。

政策引领　９月，市政府办公室下发《关于进

一步加强全市社区教育工作的实施意见》（皋政办

发〔２００９〕１５２号），成立全市社区教育委员会和社

区教育委员会办公室。１０月，社区教育委员会办

公室下发《如皋市社区教育工作章程》、《如皋市社

区居民学习制度》、《关于加快推进全市社区教育实

验工作的意见》等文件。

基础建设　年内，全市２０个镇社区教育中心

和３４３个村级社区教育服务站正式挂牌。全市累

计投入经费４４０多万元，新增电脑２１８台、图书

３００００多册，９个镇社区教育中心与文体中心合署

办公，建立社区教育网站１６个。

特色创建　年内，如城镇、郭园镇、桃元镇建成

南通市首届市级社区教育示范中心，丁堰镇凤山

村、搬经镇芹界村、如城镇宏坝村建成南通市首届

教育特色型村级社区教育服务站。

教育培训　年内，全市社区教育机构举办各类

培训班２１１６个、广播讲座９８９个、电化教学８７５场

次，编发科技小报３７７期，累计培训从业人员４８万

多人，从业人员培训率达６２．１％，其中劳动力转移

培训１．１万多人，转移劳动力８０００多人。全市劳

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１０．９６年，新增劳动力平均

受教育年限１２．０２年。

（宋寿山）

高高高　　　等等等　　　教教教　　　育育育

【概况】　全市现有高等教育（全日制）学校２所、函

授学校１所，本、专科在籍学生５８６７人，教职工

３１２人。全年招收专科新生１０２２人（市委党校停

止高等函授招生）。全年毕业学员５５６人，其中本

科５１人，专科５０５人。全年自学考试报考１３１５人，

报考科目２５８７门次，参考率５０．３２％。２００９年，如

皋高等师范学校获省“五四”红旗团委创建单位、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度南通市文明单位、南通市教育系

统先进集体、２００８年度南通市直属学校（单位）工

作目标责任制考核最佳学校、南通市红旗基层党

校、南通市保密工作目标管理考核优秀单位、南通

市档案工作先进集体、南通市优秀青年共产主义学

校、２００８年度如皋市文明单位等荣誉称号。南通

·２７２· 如皋年鉴（２０１０）



市广播电视大学如皋分校被中共江苏省委教育工

委评为思想政治工作先进集体，被江苏广播电视大

学表彰为思想政治工作先进集体、教学工作先进集

体，被省教委评估为江苏广播电视大学合格分校

（优先级）。市委党校获省委党校系统行政工作先

进集体、如皋市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先进集体、如皋

市文明单位荣誉称号，获如皋市组织工作创新创优

优秀成果奖。

专业设置　年内，如皋高等师范学校开设小学

教育、学前教育、计算机应用、市场营销、国际商务

管理、财务管理、多媒体设计、商务英语、商务日语、

应用韩语、音乐表演、社会体育、装潢艺术设计、文

秘专业。市委党校开设法律、经济管理专业。南通

广播电视大学如皋分校开设电子商务、计算机信息

管理、商务日语、机电专业。

基础设施建设　年内，如皋高等师范学校主校

区所有主要建筑物实施仿古风格外粉刷，全校建筑

风格与古城如皋内外护城河风光带建筑风格融为

一体。７月，集贤校区建设工程正式开工，至年底，

３幢学生公寓全部封顶，完成学生餐厅第一层主体

施工，完成连接新老校区仿古天桥基础工程。

学校管理　年内，如皋高等师范学校完善管理

制度，优化管理结构，推进校系二级管理改革，组织

开展中层干部竞聘活动，全校４０位参与竞聘者在

教职工代表大会上述职并接受民主测评，经综合考

察等程序，２３人走上部门或系领导岗位。

教育科研　年内，如皋高等师范学校教师在省

级以上刊物发表论文３５０多篇，其中获省级以上奖

励５２人次、市级奖项１６０人次。全校教师参与编

写教材２５部，出版专著或主编教材１０部。省级课

题结题２项，市级课题结题６项。参加省高师语

文、数学、信息技术等学科协作组说课评比、论文评

比、课件评比等活动，获一、二等奖４０多个，名列全

省高师前茅。市委党校发表科研论文８１篇，其中

国家级５篇、省部级２０篇，市级１５篇。

素质培养　１月，朱泽君同学在南通市职业技

能动画大赛中获一等奖，并代表南通队参加全省比

赛再获二等奖。２月，在“星星火炬”少年儿童英语

风采大赛全国总决赛中，李慧娴、陈橙、陶秋阳同学

勇夺英语短剧表演金奖，何云、李娟男、朱倩雨同学

分获英文朗读、英文歌曲表演银奖。４月，如皋高

等师范学校在全省２１家五年制高师参加的“专转

本”考试中，参考学生以超过全省均分约４０分的优

异成绩连续四年蝉联全省第一。

【如皋高师承办南通市五年制师范定向生培养研讨

会】　５月２２日，如皋高等师范学校承办南通市教育局

主办的南通市五年制师范定向生培养工作研讨会。省

教育厅、江苏教育学院、南通市政府及有关部门领导，

南通市各县（市、区）教育局代表以及全省１２家高师负

责同志出席会议。与会代表观摩南通两家高师五年制

师范定向生培养成果静态展览，观看如皋高师五年制

师范定向生培养成果动态汇报，并就五年制师范定向

生的培养模式、课程设置、就业安排等工作进行研讨

和交流。《江苏教育报》予以专题报道。

【石高峰获全国优秀教师称号】　９月，如皋高等师

范学校教师石高峰被国家教育部授予全国优秀教

师荣誉称号。

【如皋高师毕业生就业率全省四连冠】　年内，如皋

高等师范学校定期开展毕业生就业专题研讨，加强

就业工作业务培训，科学实施就业应聘考试辅导方

案，加大力度建设实习就业基地，举办多次校园招

聘会，至８月３１日，毕业生初始就业率即达

１００％，在全省１２所高师中实现四连冠。

（孙红兵　陈建国）

老老老　　　年年年　　　教教教　　　育育育

【概况】　２００９年，市老年大学开设文学、书法、国

画、中西医保健、心理卫生、英语、电脑、音乐、舞蹈、

电子琴、京剧、二胡、科普、摄影、家庭养花、烹饪、太

极拳等专业１７个，开办教学班２２个，聘请教师

２３名，参学学员１２００多人次。学员中，中共党员

１２５人，离退休干部占 ８１．３％，退休职工占

１８．７％，女学员占６８．６％，大专以上学历占２０％左

右，８０岁以上的学员１６名，年龄最长者８５岁。

教学管理　年内，市老年大学重视学员主体作

用，发挥学员中原党政干部一把手的优势作用，依

靠学委和班长协助学校实施民主管理。增设新课

程，调整大班级，方便教与学。重视积累学员学习

成果资料，鼓励老有所学，进取有为，扩大老年大学

·３７２·教　　育



的社会效益。围绕“庆华诞，颂祖国”主题活动，创

新教学思路，根据学科特点，寓爱国主义教育于教

学活动之中。

特色活动　年内，市老年大学以庆祝新中国成

立６０周年为契机，组织开展“庆华诞，颂祖国”主题

活动，激发全校师生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热

情。９月１０日，第二十五个教师节，组织走访慰问

２３位学校任课老师。９月，出刊１期庆祝建国６０周年

诗文专版校刊，歌颂新中国成立６０年来的辉煌成

就，歌颂改革开放给人民带来的幸福生活。举办全

校性的爱国歌曲大家唱、大家乐的自娱自乐文艺活

动，演唱人数之多，情绪之高，节目之精彩，场面之

欢乐，为学校开办以来之最。国庆前夕，假座市广播

电视大厅，隆重举行如皋市老年大学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６０周年文艺演出，学校１６８名师生同台

献演，市领导、市四套班子老领导、相关部门来宾以

及本校师生５００余人观看演出。１０月，与市文化馆联

合举办如皋市老年大学庆祝建国６０华诞书画摄影

展，展出书画作品各３４幅、摄影作品６０幅，展出期间

适逢国庆长假，观众络绎不绝，年少的仅八九岁，年

长的八九十岁。展览结束后市职教中心将全部展品

借至学校展览。１１月，重阳节暨如皋市第二十三个

敬老日期间，举办敬老爱老书画展，举行敬老祝寿

同乐会，为７０岁以上老学员祝寿，学校艺术团与市

老年体协联合组织文艺节目赴如城敬老院慰问演

出。５月上旬和１１月下旬，组织师生分别赴如东洋口

港、江阴华西村参观旅游，让老学员们领略祖国经

济社会发展的喜人形势和辉煌前景。

交往交流　上半年，市老年大学与海安老干部

大学先后分别在海安、如皋两地联合举行“迎华诞”、

“祖国好”文艺演出，演出活动主题鲜明，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多彩，以合唱、独唱、表演唱、京剧、武术、舞

蹈等剧目，充分展现两地老同志热爱祖国母亲的高

尚激情和精湛高超的艺术才华。演出期间，两市（县）

主要领导分别亲自到场看望两校老学员。先后于４月

和１２月分别参加苏中八所老年（老干部）大学在如东

和泰兴两县（市）举办的联谊活动，交流《翰墨点染夕

阳红———书法教学初探》、《沟通感情凝聚人心———

谈谈教师队伍稳定的体会》等研讨论文。

（何伯芳）

特特特　　　殊殊殊　　　教教教　　　育育育

【概况】　全市现有特殊教育教育学校１所、班级

１１个，配备专任教师３７人，在校生１２２人，残疾儿

童入学率达９９．０４％。２００９年，市特殊教育学校青

年老师群体被命名为南通市青年文明号，“爱心涌

动的特教学校”入选“感动如皋”十大教育事件。

助残活动　５月，在助残日活动期间，全市中

小学组织开展“每人每天节约一分钱，扶残助学献

爱心”活动，总计捐款４０多万元。

合格学校创建　４月，市特殊教育学校通过省

合格学校验收，创建经验被江苏省教育厅推广。

教师专业成长　５月，教师陈青云以南通市选

拔赛第一名的成绩参加省特教学校课堂教学比武，

获一等奖。

【冒朝霖获省技术能手称号】　１１月，市特殊教育

学校教师冒朝霖参加省残疾人蜡染大赛，获江苏省

技术能手称号。

（梁军民）

在在在　　　职职职　　　教教教　　　育育育

【概况】　２００９年，全市共有机关事业单位人员

１９６８２人，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１５０００多人。市

人事局累计组织各类培训、考试１６５００多人次。

人员培训　年内，市人事局组织公务员培训班

１２期３９２０人次，组织各类培训考试４００人、其他

形式培训１６３０人。组织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继

续教育培训２５期，参培５６００多人次。通过各类培

训、进修、学历考试等完成继续教育通过验证

６０００多人次。组织职称计算机培训３６０多人次。

组织机关事业单位工人培训９２人次。

机关事业单位工人考核　年内，市人事局组织

机关事业单位工人考核培训９２人。对机关事业单

位工人考核实行严格资格审查、严格培训考试，并

实行考试成绩与工资福利挂钩制度。

（张　敏）

·４７２· 如皋年鉴（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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