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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 2020 年秋季开学工作督查的通知 
 

县直各中学，各镇（街）学校、局直各单位，各民办学校： 

为督促全县中小学校（幼儿园）认真抓好秋季开学工作，

经研究，县教育局决定近期对全县各中小学校(幼儿园)的开学

工作进行全面督查。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督查时间 

2020 年 9 月 7 日—9月 9 日 

二、督查内容 

（一）教育教学工作管理 

1.开学管理和氛围营造情况。召开支部会、行政会、各处

室、年级组、教研组、备课组等会议，谋划好开学工作；组织

教职员工及时到岗；按要求举办 2020 年教师暑假学习班；开学

氛围营造好（是否悬挂了横幅，是否张贴了标语，班级黑板报

和校园宣传栏是否已更新，是否对教室进行布置）；举行第一次

升国旗仪式和开学典礼，校长要在国旗下讲话；组织学生观看

《开学第一课》；各镇(街)学校行政要对所辖各学校（幼儿园）

组织一次全面的开学工作检查并形成文字通报(检查通报要求

于 9 月 4 日前发电子邮件至邮箱：QQ526634540)。 

2.制定和健全各类工作计划、制度情况。各校要根据 2020

年教育局工作要点和全面工作考核方案，认真制订（修订）学

校学期或学年度或年度工作计划（各县直中学、镇（街）学校、

民办学校于 9 月 4 日前将工作计划电子稿传至 QQ526634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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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制订（修订）各处室各线工作计划，如学期教研工作计划

和学科教学计划、国学教育和经典诵读计划、提升语文能力工

作计划、教师读书计划、教育联组教研工作计划与方案、教师

工作坊制订新学期活动计划等。 

3.落实教学教研常规工作情况。按 2020 年秋季下发的《澧

县义务教育课程计划设置表》开课设节；三表及时上墙；中学

和中心小学考试科目教师不得兼教本班非考试科目。 

认真组织新学期第一次教研组、备课组活动；认真上好新

学期第一堂课；要求教师相互听课；备课数量质量符合要求；

第一周校长和各位教育干部要深入课堂听评课 5 节以上；各校

要落实校领导任教专业课程要求；认真组织第一次教学常规检

查及时通报；阳光体育活动有计划有安排，大课间活动有方案

且组织有序；校园足球活动有计划、有队伍、有课程安排。 

4.控辍保学工作情况。制度健全，要有控辍保学工作方案，

有领导机构、制度建设、人员安排、工作机制、责任落实、预

防学生流失的措施办法等；措施到位，要留有工作痕迹，有会

议记录、宣传手册、电话联系记录或相关视频等资料；建立工

作台账，辍学学生、劝返复学学生、建档立卡贫困户子女、未

入学无学籍适龄儿童要单独造册；实施“三帮一”劝返，成立

一名教师、一名村干部、一名家长组成的劝返工作组，辍学学

生必须在开学前劝返回校，有劝返记录和图片等资料；适龄残

疾儿童“随班就读”，无法来校就读的有送教上门制度、教案及

影像资料；学籍规范，学生异动手续资料规范、齐全，为送教

上门学生注册国网学籍。 

5.消除大班额情况。各校要落实化解大班额的方案，分校



澧县教育局电子公文     承办股室【基教股】     发布时间：2020/8/29 

 
 3 / 13 

 

逐班清点学生人数，不准出现一个 55 人以上的大班额，确有特

殊情况，要及时向教育局基教股报告，申请协调解决。 

6.档案资料管理情况。上学期资料及时整理归档；学生素

质报告书收集齐整，填写规范。 

7.功能室管理人员要到位，清洁卫生要彻底，器物摆放要

有序。实验安排表、实验通知单和报告单，电脑室、多媒体室

的使用登记表等资料要认真保存。 

8.职校落实《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 

（二）教育收费与学生开餐质量 

1.按标准收费且在学校醒目处公示教育局统一印制的收费

公示牌。 

2.学校经费和伙食团分开建账，伙食费要学生自愿、按月

收取且及时开据。伙食账“零利润”，伙食费按开餐天数与学生

据实结算。 

3.教辅资料严格按照“限年级、限学科、限范围、限数量、

限总额”的原则落实“一科一辅”的政策，坚持自愿订购，征

订流程规范，手续齐全。 

4.作业本费严格执行最高限价。 

5.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课桌椅、学生用床、餐桌椅及学生储

物箱编号和登记造册，并加强日常维护。 

6.食堂管理严格按照《湖南省中小学学生食堂管理办法》

和《常德市中小学学生食堂管理实施细则》文件精神执行，落

实周菜谱、日菜谱制度，并按要求做好日成本核算,开餐质量高。

按教育局统一模板提前制定好带 

量周营养食谱，做好食堂制度上墙和信息公示工作，填写好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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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管理 12 本台账。各单位要成立膳食委员会，建立满意度测评

制度，落实陪餐制度。按要求实施“明厨亮灶”。 

7.学校商店管理规范有序，制度健全，台账完整，商品明

码标价、摆放整齐，学校商店不得超范围售卖商品(如烟、酒、

槟榔、转基因食品、碳酸饮料等对学生身体健康有不良影响的

食品等)。 

 8.学生饮用奶的推广，必须坚持学生及家长高度自愿的原

则，严禁教师参与收费。学生饮用奶要符合国家的质量标准，

要有学生饮用奶标志。学校指派专人监管，落实监管职责，检

验报告单收集整理存档。 

（三）综治与安全卫生 

1.安全管理制度。制定安全综治维稳工作计划、各类安全

管理工作制度和应急处置突发事件工作预案，按照“一岗双责”

工作要求签订好各类工作人员安全管理责任状。 

2.开展好安全教育周活动。 

全校师生员工知晓每学期开学第一周为“安全教育周”，并

知晓学校开展的主要活动，有安全教育周的活动规划并按规划

落实；有“女童权益保护”宣讲任务的学校主动和主讲人对接，

将活动纳入安全教育周活动规划。（见附件 5） 

3.安全隐患排查整改。 

落实领导干部带队全面开展校园及周边安全隐患排查，建

好安全隐患排查台帐（含特异体质学生台帐、特异体质学生疾

病诊断书、特异体质学生及家长与学校签字的相关协议），重大

安全隐患按“一单四制”要求整改到位；按照 8月 12 日澧县教

育系统校园安防“四项建设”工作推进会议精神，迅速落实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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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安防“四项建设”工作任务。 

4.校车安全管理。 

及时更新校车管理信息库，签订好相关责任状，制订学校

行政和教师值班安排表，建立校车发车前查验工作制度并实施，

完善接送学生、幼儿乘座校车交接手续；办好校车安全宣传栏，

栏内含校车驾驶人姓名、电话、车牌号、乘车安全知识、交通

知识、举报电话等内容；配合校车公司做好校车驾驶人、随车

照管员安全培训；配合校车公司做好校车驾驶人、随车照管员

绩效考核评估；为乘坐校车学生上好一堂校车安全教育课。 

5.信访维稳工作。密切关注重点涉稳人员动向，制定维稳

工作预案，建立涉稳对象登记台帐和重点人员包保台账（重点

人员要确保一个对象建立一套班子，制定一套方案），落实领导

带班值班制度，完善维稳工作记录，畅通信息渠道，杜绝违规

越级上访。 

6.校园环境卫生。校园环境整洁卫生，无杂物；教室、寝

室、食堂等消毒通风到位，有记录；寝室管理规范，物品摆放

有序，学生行为习惯好；校园秩序井然，车辆停放有序； 

7.健康教育。组织机构健全、有工作计划、有讲稿、有工

作总结（看上学期）；本期有专职健教教师、有教案、课表上有

6节以上课程安排；开展了“疫情防控”开学第一课教育，有 3

条疫情防控标语；有健康教育宣传栏。 

8.疾病防控。“两案九制”是否切合学校实际并制订到位，

是否按教育部”五个一律”进行门卫管理，测体温、查健康码、

查行程码、登记到位；学生进校门是否进行体温检测，组织有

序；是否执行错峰上学、错时用餐、合理住寝；学生晨午晚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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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账、学生病因追踪台帐、特异体质学生台账、教职员工和学

生健康台账是否详实；防控物资和设备（口罩、防护服、测温

枪、水龙头、有盖的垃圾桶、隔离室）准备是否充分；健康码、

行程码、承诺书是否收集完整；洗手处的“洗手方法图”和洗

手液是否配备到位；开辟了涉及防传染病、防艾滋病、防血吸

虫病等知识的宣传栏；对转插一年级学生和幼儿配合当地卫生

院开展了预防接种证查验，资料收集完整。 

9.食品安全。有组织机构、工作计划、责任状、制度上墙、

总结（看上学期）；有食品从业人员新冠肺炎防控知识和食品安

全知识培训记录、试卷和图片资料；有食堂商店与商家签订采

购商品合同；食品、饮用水索票索证规范，有饮用水器具消毒

记录和自来水、直饮水水质检测报告单；12 种台账齐全，填写

规范；从业人员持有效健康证，按要求着装上岗，食堂商店的

“食品经营许可证”、“健康证”等项目公示规范；食品留样规

范，3纱 4防设备齐全；食堂商店无“三无”食品和过期变质食

品及原辅材料；视频厨房建设完成。 

（四）学前教育 

1.增加公办幼儿园学位工作情况。 

2.中学对辖区幼儿园有效管理。定期召开园长会并到园检

查开学工作。 

3.规范办园、规范招生，无恶性竞争生源情况。 

4.“小学化”专项治理持续有效（查是否教授小学课程内

容、小升一是否进行测试、小学是否坚持零起点教学）。 

5.安全卫生及办园条件改善情况。查看园内是否全面清洁

消毒、有无安全隐患；园舍环境及个人卫生（室内外环境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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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物品摆放是否有序，幼儿口杯、毛巾是否专人专用，幼

儿手指甲是否及时修剪等）；当年园舍条件改善项目及资金投入

情况。 

6.制定本学期园务工作计划;幼儿一日作息、周活动计划

表、户外活动安排表上墙公布，内容安排科学，严格按照安排

表开展活动。 

7.查看小、中、大各班具体人数；查看托班开设情况及 3

周岁以下幼儿名册及出生年月。 

8.各班开辟每月活动主题墙，围绕当月活动主题进行区域

设计并组织区域活动。 

9.师资配备达到两教一保；教师持证上岗；查看全体教职

工健康证、保育员培训证；查看业务培训记录及教师用书、业

务刊物情况。 

10.食堂管理规范：幼儿食谱按要求公示；食堂管理各项台

账每日填写；幼儿开餐质量符合要求；按收费文件收取保教费

及生活费。 

三、工作措施 

1.加强组织领导。县教育局成立开学工作领导小组，局长蔡业知任

组长，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基教股）。督查组到每个镇后必

查中学本部和分部、1 所小学、3所以上幼儿园。 

2.建立通报制度。开学工作检查后，局党委将集体听取各督查组汇

报，并将督查结果通报全县。 

3.建立过错追究制度。全县各中小学校要严格落实县教育局有关开

学工作的各项要求，对于行动缓慢，执行不力，特别是存在违规收费、

违规办班、学生流失严重、安全隐患较多的学校校长要予以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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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澧县2020年秋季义务教育阶段疑似辍学学生登记表 

2. 澧县 2020 年秋季义务教育阶段大班额情况记载表 

3. 澧县中小学离岗人员情况登记表 

4. 澧县中小学校教职工在编情况统计表 

5. 澧县 2020 年“女童权益保护”宣讲学校名单 

请各学校在开学工作检查组到校检查前填好附表 1—4 备

查。 

 

澧县教育局      

 2020 年 8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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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澧县 2020 年秋季义务教育阶段疑似辍学学生登记表 

单位：（盖章）  校长签名：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姓名 国网学籍号 学校 

疑似 

辍学 

时间 

疑似辍学

原因 

疑似辍学

年级 
家庭住址 

父（母）

姓  名 
联系电话 

已采取的劝学措施 

（含“四包一”责任人） 
效  果 备注 

            

            

            

            

            

注：1.此表填写 2020年 12月 31日前未满 16周岁的义务教育阶段（即现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少年）疑似辍学学生信息（含残疾学生，辍学后

已劝回学校就读的学生不需填写）； 

    2.“学校”栏填写该生疑似辍学前就读学校； 

    3.疑似辍学时间填写“XX年 XX月”； 

4.“疑似辍学年级”即疑似辍学时应就读年级，如八年级结束后疑似辍学的，疑似辍学年级即为九年级； 

    5.关于残疾少年儿童入学的规定：残疾少年儿童有三种入学方式，随班就读、特校就读、送教上门，如果符合以上三种入学方式之一的学生， 

      不填写在此表中； 

    6.此表由镇（街）学校、局直学校分管负责人汇总填写后，纸质表盖章由开学工作检查组带回交基教股，电子表于 9月 8日前传基教股姚梓

健（QQ526634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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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澧县 2020 年秋季义务教育阶段大班额情况记载表 

单位：（盖章）                  开学工作检查组核实人签名：                             核对时间：2020年  月  日 

单位 学校 年级 班级 

小学 初中 合计 

56 人至 65
人班级数 

66人以上班
级数 

56 人至 65
人班级数 

66人以上班
级数 

 

         

         

         

         

         

         

         

合计      

说明：此表以被督查镇（街）学校、局直学校为单位，在开学工作检查前填好，以便督查核实。纸质表由检查人带回交基教股，电子

表于 9月 8日前传基教股姚梓健（QQ526634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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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澧县中小学离岗人员情况登记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人：                   校长签字：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参  加

工作年月 
离岗原因 离岗时间段 审批机关 

工资发放情况

（含绩效工资） 
备注 

                  

                  

                  

                  

                  

                  

                  

                  

说明：1.离岗审批机关填写县教育局和人社局。 

      2.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发放情况填写全部发放、全部停发、发放基本工资、发放基本工资和基础性绩效工资或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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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澧县中小学校教职工在编情况统计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人：                 校长签字：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单 位 学校数 

班级数 

教职工 

总数 

在岗人员 离岗人员 

备注 

中学 

小学

（含教

学点） 

总数 

中学 小学 
总

数 

内

退 

请

病

假 

请

事

假 

借

调 

其

他 有教学

任务的 

非教学

人员 

有教学

任务的 

非教学

人员 

                                  

                                  

                                  

                                  

说明：教职工总数=在岗人员+离岗人员。学校数含中学、小学和教学点。非教学人员包括在校内各个岗位工作只是未上讲台的在编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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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澧县 2020 年“女童权益保护”宣讲学校名单 

学      校 主讲人 主讲人所在学校 联系电话 

澧州实验学校 任家莉 澧州实验学校 18673625867 

九澧实验小学 王顺娇 九澧实验小学 13787885577 

澧浦完全小学 王顺娇 九澧实验小学 13787885577 

一完小桃花滩分校 皮业辉 实验小学 13975620933 

银谷国际实验学校 任家莉 澧州实验学校 18673625867 

一完小 马风娥 一完小 13975695891 

五完小 徐  莉 弘毅学校 18673760380 

实验小学 皮业辉 实验小学 13975620933 

弘毅学校 徐  莉 弘毅学校 18673760380 

黄桥小学 马风娥 一完小 13975695891 

说明：1.请有“女童权益保护”宣讲任务的学校主动和主讲人对接； 

2.各学校开展活动后保存相关资料备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