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２００８年度教育工作综合督导评估方案

一、说明

（一）为落实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促进各级政府及其

有关部门依法履行管理和发展教育的职责，坚持依法治教，加快

教育改革与发展，提高教育发展水平，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

育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和 《山东省教育督导条

例》及其他有关教育法律法规，制定本方案。

（二）本方案根据 《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

（国发 〔２００１〕２１号）、《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关于建立对县

级人民政府教育工作进行督导评估制度的意见的通知》（国办发

〔２００４〕８号）和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贯彻国办发

〔２００２〕２８号文件 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的通知》（鲁政办

发 〔２００２〕４８号）、《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农村教育改革与

发展的决定》（鲁政发 〔２００３〕１０２号）、《山东省委 山东省人民

政府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鲁发 〔２００５〕３５号）、《山

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大力

推进素质教育的意见》（鲁政发 〔２００７〕７号）及有关配套文件，

结合我省教育发展实际，提出了对２００８年度教育工作的督导评

估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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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方案设一级指标 （Ａ级）６项，二级指标 （Ｂ级）

１６项，总分值１０００分。

（四）２００８年市域内教育系统有下列情况的，分别从督

导评估总得分中扣除１０－２０分：①发生重大安全责任事故；

②有严重违反 《山东省普通中小学管理基本规范 （试行）》现

象。

（五）本方案由省政府教育督导室负责解释。

二、督导评估指标及分值

一级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分值

Ａ１组织领导 １４０
Ｂ１教育决策 ７０

Ｂ２督导整改 ７０

Ａ２教师队伍 １４０
Ｂ３教师配备 ８０

Ｂ４教师培训 ６０

Ａ３普高与中职协调发展 ８０
Ｂ５普高与中职比例 ４０

Ｂ６重点学校建设 ４０

Ａ４办学行为 ２００
Ｂ７课程实施 ５０

Ｂ８办学常规 １５０

Ａ５办学条件 １８０

Ｂ９校舍用房 ６０

Ｂ１０实验教学仪器设备 ６０

Ｂ１１现代教育技术设备 ６０

Ａ６经费投入 ２６０

Ｂ１２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占比例 ２０

Ｂ１３教师工资 ６０

Ｂ１４公用经费 ６０

Ｂ１５学生资助 ６０

Ｂ１６教育附加 ６０

合计总分 １０００ －－－－－－－－－－－－－－－ 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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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督导评估指标体系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督导评估要点及要求

分

值
计分办法

Ａ１

组织

领导

１４０分

Ｂ１

教育

决策

７０分

１．决策及措施

市、县政府高度重视教育，落实

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制定

区域推进素质教育、加快职业教

育改革与发展的实施意见和促进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规划、中小学

校标准化建设规划，并有具体的

年度工作实施计划，认真组织实

施，采取有效措施解决教育中存

在的实际问题，促进各类教育健

康、协调、均衡发展，成效明

显。

４０

１．决策及措施 （４０分）

市、县政府均制定了区域推进素质教

育的实施意见、加快职业教育改革与

发展的实施意见、促进义务教育均衡

发展规划、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规划

（简称 “四项”），四项达到要求，每项

计３分，否则相应各计０分，全市得

分＝市级得分＋所辖县得分之和÷所

辖县数。有具体年度工作实施计划，

认真组织实施，采取有效措施解决教

育中存在的实际问题，成效明显，依

据情况按１６、１２、１０分三档计分。

２．建立完善教育督导制度

认真贯彻落实 《山东省教育督导

条例》，建立完善教育督导机构，

配备适应需要的督学及督导人

员，并提供督导工作条件保障。

市级建立实施了对县级政府、中

小学、幼儿园、中等职业学校督

导评估制度，督学责任区制度及

督导评估结果公示、反馈、公报

和督导整改等项制度。

３０

２．建立完善教育督导制度 （３０分）

①督导机构、队伍 （１５分）。市、县

政府教育督导机构健全，督导人员满

足需要，并保证督导室有必要的办公

条件 （简称 “三个方面”），三个方面，

市级分别按２－１，４－１，２－１分计

分；各县分别按２－０，３－１，２－１分

计分，县无独立设置的政府教育督导

机构，三方面均计０分。全市得分＝

市级得分＋所辖县得分之和÷所辖县

数。

②督导制度 （１５分）。市级建立实施

了对县级政府、中小学、幼儿园、中

等职业学校督导制度、督学责任区制

度和督导评估结果公示、公报、反馈

和督导整改等项制度。计１５分。每有

１项制度未建立实施扣２分，最多扣

１０分。

Ｂ２

督导

整改

７０分

３．督导整改

对２００７年度专项督导发现的问

题及省督导团提出的整改意见高

度重视，采取切实措施进行整

改，效果显著。

７０

３．督导整改 （７０分）

根据应整改的问题，在７０分分值内，

相应确定每个市每个问题的分值，依

据每个问题的整改情况，逐一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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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督导评估要点及要求

分

值
计分办法

Ａ２

教师

队伍

１４０分

Ｂ３

教师

配备

８０分

４．教师配备

政府及有关部门重视教师队伍建

设，从当地教育教学工作需要出

发，建立了切实可行的教师补充

机制，教师基本满足开齐开全课

程需要；积极采取措施优化教师

队伍结构，对解决教师学科性缺

编及农村小学教师老龄化问题有

具体措施；对超编和不符合要求

的教师合理分流。每年新补充教

师重点向农村倾斜。积极组织开

展城镇教师支援农村教育工作，

建立实施城乡教师交流制度。无

违规聘用代课人员。

８０

４．教师配备 （８０分）

①配备 （４０分）。教师配备基本满足

开齐开全课程需要，计２０分，每有一

个县不能满足需要扣５分，最多扣１０

分。每年补充新教师人数占自然减员

人数每１％计０．２分，最多计２０分。

②结构优化 （４０分）。市、县政府及

有关部门对解决教师学科性缺编及农

村小学教师老龄化问题有具体措施，

有成效，按１０、８、５、３分四档计分。

２００８年新补充教师到农村任教人数占

新补充教师总人数达到７０％，计１０

分，每提高 （减少）１％ 加 （减）１

分，最多加 （减）１０分。对超编和不

符合要求的教师合理分流，计５分，

否则，计０分。所辖县组织开展多种

形式的城镇教师支援农村教育工作，

建立实施城乡教师交流制度，计５分，

每有１县未建立实施扣３分，扣完５

分计０分。

每有一县存在违规聘用代课人员现象，

从以上得分扣５分，最多扣２０分。

Ｂ４

教师

培训

６０分

５．教师培训

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高度重视教

师继续教育，努力为教师继续教

育创造条件，保证中小学校长和

教师按照 《中小学校长培训规

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

第８号）和 《中小学教师继续教

育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

部令第７号）的培训要求接受培

训，有效提高了中小学校长和教

师实施素质教育的能力。

６０

５．教师培训 （６０分）

①培训措施 （３０分）。市、县级教育

行政部门对教师培训工作有计划安排，

措施有力，成效明显 （简称 “三个方

面”），三个方面达到要求，市、县每

个方面各计５分，否则相应计０分。

全市得分＝市本级得分＋所辖县得分

之和÷所辖县数。

②校长、教师培训 （３０ 分）。新任

（任职５年以内）、拟任校长有任职资

格岗位培训证书，任职５年以上的在

职校长有提高培训证书，计１５分，每

有１人无证书扣１分，扣完１５分计０

分。新任教师和各职级专任教师均有

继续教育证书，计１５分，每有１人无

证书扣１分，扣完１５分计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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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督导评估要点及要求

分

值
计分办法

Ａ３

普高

与中职

协调

发展

８０分

Ｂ５

普高

与中职

比例

４０分

６．普高与中职比例

市、县政府积极采取措施优化教

育结构，普通高中教育与中等职

业教育协调发展，在校生比例趋

于合理。

４０

６．普高与中职比例 （４０分）

全市中等职业学校 （包括技工学校）

在校生占高中段在校生比例，达到

４５％，计３０分；每低１％扣１分，扣

完３０分止；每高１％加２分，最多加

１０分。比２００７年每提高１％加１分，

最多加３分。

该要点满分为４０分。

Ｂ６

重点

学校

建设

４０分

７．重点中等职业学校建设

所辖县每县至少有１所规模较

大、设施完善、特色鲜明的省级

以上重点中等职业学校；３０个

经济欠发达县中等职业学校建设

取得明显进展。

４０

７．重点中等职业学校建设 （４０分）。

所辖应建立中等职业学校的县，其重

点中等职业学校达到国家级重点的，

计４０分；达到省级重点的，计２５分。

没有国家级或省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

的县，计０分。全市得分＝所辖县得

分之和÷所辖应建立中等职业学校的

县数。

３０个经济欠发达县每有１县未建立省

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从Ｂ６得分中

扣５分，扣完Ｂ６得分止。

Ａ４

办学

行为

２００分

Ｂ７

课程

实施

５０分

８．课程实施

普通高中能够按照国家课程方

案、《山东省普通高中课程设置

及教学指导意见 （试行）》、义务

教育阶段学校按照 《义务教育课

程设置方案》、《山东省义务教育

地方课程和学校课程设置指导意

见》开设课程和教学。

５０

８．课程实施 （５０分）

对各地课程开设情况随机抽查，根据

抽查结果，按照鲁教督字 〔２００８〕３

号文件 《关于印发２００８年度中小学办

学行为督导评估方案的通知》规定的

办法计分。

Ｂ８

办学

常规

１５０分

９．常规管理

所辖区域内中小学校严格遵守

《山东省普通中小学管理基本规

范 （试行）》 （鲁教基字 〔２００７〕

２０号），尤其在学生自主学习、

作息时间、假期安排、体育活

动、中招改革、复读班管理、高

中分科、教辅资料和教学评价等

方面，无违规现象。

１５０

９．常规管理 （１５０分）

对各地规范办学行为情况随机抽查，

对发现的违反 《山东省普通中小学管

理基本规范 （试行）》 （鲁教基字

〔２００７〕２０号）规定的现象，按照鲁

教督字 〔２００８〕３号文件 《关于印发

２００８年度中小学办学行为督导评估方

案的通知》规定的办法扣分，扣完

１５０分计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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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督导评估要点及要求

分

值
计分办法

Ａ５

办学

条件

１８０分

Ｂ９

校舍

用房

６０分

１０．校舍用房

所辖县认真落实 《山东省普通中

小学基本办学条件标准 （试行）》

（以下简称 《标准》），中小学普

通教室满足需要，班额符合规

定；理科实验室基本达到 《标

准》要求。

６０

１０．校舍用房 （６０分）

①普通教室 （２０分）。中小学普通教室

够用，班额符合要求，计２０分。全市

得分＝所辖县得分之和÷所辖县数；每

县得分＝２０分×班额符合要求的中小

学校数÷中小学总校数。 （规定班额：

小学４５人；初中５０人；高中５６人）。

②理科实验室 （４０分）。中学物理、化

学、生物实验室、小学科学室基本达到

要求，分别计１０分。全市得分＝各县

得分之和÷所辖县数。每县得分＝１０
分× ［（中学物理基本达标校数＋中学

化学基本达标校数＋中学生物基本达标

校数）÷中学总校数＋小学科学室基本

达标校数÷小学总校数］。

Ｂ１０

实验

教学

仪器

设备

６０分

１１．实验教学仪器设备

所辖县中小学实验教学仪器设备

达到 《标准》要求，充分有效使

用，管理规范。

６０

１１．实验教学仪器设备 （６０分）

①配备 （４０分）。中学物理、化学、生

物和小学实验教学仪器达到标准要求，

各计１０分。全市得分＝各县得分之和

÷所辖县数；每县得分＝１０分× ［（中

学物理达标校数＋中学化学达标校数＋
中学生物达标校数）÷中学总校数＋小

学实验仪器达标校数÷小学总校数］。

②管理使用 （２０分）。实验仪器设备管

理规范，利用率高，计２０分。每有１
校实验仪器设备管理不善，实验室不开

放，扣１－３分，扣完２０分计０分。

Ｂ１１

现代

教育

技术

设备

６０分

１２．现代教育技术设备

所辖县中小学现代教育技术设

备，尤其是教师和学生用计算机

数量达到 《标准》要求，充分有

效使用，管理规范。

６０

１２．现代教育技术设备 （６０分）

①学生用计算机配备 （２０分）。中学、

小学达到标准要求，各计１０分。全市

得分＝各县得分之和÷所辖县数，每县

得分＝１０分× （中学计算机配备达标

校数÷中学总校数＋小学计算机配备达

标校数÷小学总校数）。

②教师用计算机配备 （２０分）。中学、

小学专任教师用计算机达到每人１台，

各计１０分。全市得分＝各县得分之和

÷所辖县数。每县得分＝１０分× （中

学教师计算机配备达标校数÷中学总校

数＋小学教师计算机配备达标校数÷小

学总校数）。

③管理与使用 （２０分）。计算机管理规

范，充分运用，计２０分。每有１校计

算机管理不善，计算机室不开放，扣１

－３分，扣完２０分计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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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督导评估要点及要求

分

值
计分办法

Ａ６

经费

投入

２６０分

Ｂ１２

预算

内教

育经

费支

出占

比例

２０分

１３．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占财

政总支出的比例

市、县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

（含教育费附加）占地方财政总支

出比例比上年增长。

２０

１３．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占财政总

支出比例 （２０分）

市本级和所辖县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

（含教育费附加）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均

比上年提高，计１０分。否则，计分＝１０
分×比例比上年提高的市本级和县数÷
［所辖县数＋１ （市本级）］。全市统算，

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

例比上年每提高０．１％，计０．５分，最

多计１０分。

Ｂ１３
教师

工资

６０分

１４．中小学教师工资

所辖县县域内中小学教师工资均

统一标准、统一津贴、补贴和社

会保障政策，并按时足额发放。

６０

１４．中小学教师工资 （６０分）

所辖县均在县域内统一标准、统一津贴、

补贴和社会保障政策，计６０分。否则，

按以下办法计分：

①统一标准 （２５分）。所辖县县域内中

小学教师工资均统一标准、统一津贴、

补贴，并按时足额发放，计２５分，否

则，计分＝２５分×县域内统一工资津补

贴并按时足额发放县数÷所辖县数。

②统一社会保障政策 （２５分）。所辖

县县域内均按统一标准落实了中小学教

师社会保障政策，计２５分，否则，计分

＝２５分×县域内统一社会保障政策县数

÷所辖县数。（社会保障政策：主要指

养老保险金、医疗保险金、公积金等。）

③年内实现县域内统一标准、统一津贴、

补贴和社会保障政策的县每增加１个加

２分，最多加１０分。

Ｂ１４
公用

经费

６０分

１５．中小学公用经费

所辖县按照省规定的财政预算内

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标准，落实了

农村初中、农村小学、城市初中、

城市小学公用经费。

６０

１５．中小学公用经费 （６０分）

①达到标准 （４０分）。财政预算内安排

的公用经费，所辖县生均拨款达到以下

标准：农村初中４４５元、农村小学２９５
元、城市初中４４５元、城市小学３００元，

计４０分。否则，全市得分＝４０分×４类

学校均不低于上述标准的县数÷所辖县

数。

②生均公用经费提高 （１０分）。以县为

单位，农村初中、农村小学生均公用经

费比上述标准每提高１元加０．１分，每

类学校最多加５分。全市得分＝所辖县

得分之和÷所辖县数 （不包括无农村的

区）。

③及时拨付 （１０分）。所辖县均按不低

于①标准将各类学校公用经费列入财政

预算并按时足额拨付，计１０分。否则计

分＝１０分×达到要求的县数÷所辖县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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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督导评估要点及要求

分

值
计分办法

Ａ６
经费

投入

Ｂ１５
学生

资助

６０分

１６．学生资助

所辖县均对农村义务

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

难寄宿生按规定给予

生活补助。所辖县均

对城市义务教育阶段

低保家庭学生免费提

供教科书，对寄宿生

补助生活费。

所辖县均设立普通高

中政府助学金，资助

标准和比例不低于规

定要求。全市按每生

每年１５００元资助所

有中职在校农村学生

和城市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

６０

１６．学生资助 （６０分）

①农村寄宿生 （１５分）。所辖县均对农村义务教育阶

段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按小学每生每年５００元，初

中每生每年７５０元，享受补助的困难学生占寄宿生

的比例不低于８％规定给予生活补助，计１０分，否

则，全市得分＝１０分×达到要求的县数÷所辖县数

（不包括无农村的区）。以县为单位，农村初中享受

补助的困难学生占寄宿生的比例比８％每提高１％加

１分，最多加５分；全市得分＝所辖县得分之和÷所

辖县数 （不包括无农村的区）。

②城市义务教育阶段低保家庭学生 （１５分）。所辖县

均对城市低保家庭小学和初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

对寄宿生补助生活费，计１５分。否则，全市得分＝

１５分×达到要求的县数÷所辖县数

③普通高中学生 （１５分）。市直及所辖县均设立普通

高中政府助学金，平均资助标准不低于每生每年

１０００元，资助学生数占普通高中在校生总人数比例

不低于８％，市直及所辖县均达到要求，计１５分。

否则，全市得分＝１５分×达到要求的市直及县数÷
［所辖县数＋１（市直）］。

④中等职业学校学生 （１５分）。按每生每年１５００元

资助市直及所辖县所有中职在校农村学生和城市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全市得分＝１５分×达到要求的市

直及县数÷ ［所辖县数＋１（市直）］。

Ｂ１６
教育

附加

６０分

１７．教育费附加征收

管理与使用

按照国务院和省政府

文件规定：按增值

税、消费税、营业税

税额的３％计征教育

费附加，对外商投资

企业和外国企业暂不

征收；教育费附加用

于改善中小学教学设

施和办学条件，不得

用于教职工福利和奖

金发放，严禁挤占挪

用、平衡财政预算。

３０

１７．教育费附加征收管理与使用 （３０分）

①征收 （１０分）。按三税的３％，市本级和所辖县实

征额占应征额比例均达到１００％，计１０分。否则，

全市得分＝ （１０分×达到１００％的市本级和县数）

÷ ［所辖县数＋１（市本级）］。

②拨付 （１０分）。市本级和所辖县拨付额占应拨付额

比例均达到９０％及以上，计１０分。否则，全市得分

＝ （８分×达到８５％但低于９０％的市本级和县数＋

１０分×达到９０％及以上的市本级和县数）÷ ［所辖

县数＋１（市本级）］。

③管理与使用 （１０分）。市本级及所辖县落实了当年

实征额拨付用于职业教育的比例不低于３０％的规定，

计５分；市本级未落实，每有１县未落实，各扣２
分，扣完５分止。按照 《国务院关于发布＜征收教

育费附加的暂行规定＞的通知》 （国发 〔１９８６〕５０
号）规定，教育费附加按专项资金管理，由教育部

门统筹安排，提出分配方案，商同级财政部门同意

后，用于改善中小学教学设施和办学条件，不得用

于教职工福利和发放奖金，没有出现挤占挪用和平

衡财政预算现象，达到该项要求计５分。否则，计０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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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督导评估要点及要求

分

值
计分办法

Ａ６

经费

投入

Ｂ１６

教育

附加

１８．地方教育附加征

收管理与使用

按增值税、消费税、

营业税税额的１％缴

纳地方教育附加，外

商投资企业、外国企

业以及通过海关进口

的商品暂不征收地方

教育附加。地方教育

附加由教育部门提出

使用意见报财政部门

核定。主要用于中小

学改善办学条件。

３０

１８． 地方教育附加征收管理与使用 （３０分）

①征收 （１０分）。按三税的１％，市本级和所辖县

实征额占应征额比例均达到１００％，计１０分。否

则，全市得分＝ （１０分×达到１００％的市本级和

县数）÷ ［所辖县数＋１ （市本级）］。

②拨付 （１０分）。市本级和所辖县拨付额占应拨

付额比例均达到９０％及以上，计１０分。否则，

全市得分＝ （８分×达到８５％但低于９０％的市本

级和县数＋１０分×达到９０％及以上的市本级和县

数）÷ ［所辖县数＋１ （市本级）］。

③管理与使用 （１０分）。市本级及所辖县落实了

当年实征留教育额拨付用于职业教育的比例不低

于２０％的规定，计５分；市本级未落实，每有１
县未落实，各扣２分，扣完５分止。按照 《山东

省地方教育附加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法》（鲁财综

〔２００５〕１５号）规定，地方教育附加的使用由教

育部门按照部门预算的要求提出意见，报财政部

门核定，主要用于中小学改善办学条件、农村义

务教育阶段中小学公用经费等基层教育支出。管

理和使用单位不得截留或挪用，不得用于职工福

利和发放奖金。达到上述要求计５分，否则，计

０分。

　说明：表中县、乡均指县 （市、区）、乡 （镇、街道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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