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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淳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文件
高教督委办﹝2019﹞4 号

关于公布高淳区中小学学校安全及招生工作
常规督导情况的通知

各中小学：

根据《江苏省中小学校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工作规程（试行）》

和《南京市高淳区中小学校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工作实施意见》，

结合教育局年度重点工作要求，2019 年 6 月，督导室组织全区中

小学校责任督学对各学校安全及招生工作进行了一轮常规督导。

本轮督导内容为：

一、中小学期末结束工作安排

1.对学生的暑期安全教育（特别是防溺水教育）情况；

2.校园安全隐患排查情况；

3.暑假值班、护校工作安排情况。

二、中小学招生工作

依据江苏省教育厅《关于集中开展义务教育学校违规办学行

为专项治理的实施方案》中关于集中治理义务教育学校违规招生

入学行为的要求，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督查：

1.公办学校未实行免试就近入学的。

2.民办学校没有严格遵守义务教育免试入学规定，以各种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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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组织考试选拔学生的。

3.民办学校招生未纳入属地统一管理，无计划和超计划招

生，或超出审批范围招生的，未与公办学校同步且提前招生的。

4.公办和民办学校以各类竞赛证书、学科竞赛成绩、考级证

明或社会培训机构组织的各类考试结果等作为招生入学和分班

依据的。

5.公办和民办学校收取与招生入学挂钩的赞助费和捐资助

学费的。

督导显示，各校都高度重视安全工作，通过升旗仪式、主题

班会、黑板报、橱窗、网络、广播宣传等途径和形式对全体师生

反复进行安全教育，特别是假期防溺水教育到位。各校都能做好

暑假值班、护校工作安排。暑期每天安排行政人员和保安值班，

巡查校园，做好护校工作。

各校招生工作依据江苏省教育厅《关于集中开展义务教育学

校违规办学行为专项治理的实施方案》中的有关要求，切实遵守

市、区招考办关于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工作规定以及外来务工

人员子女入学要求，采用张贴公告、发布通知等形式告知各位家

长并严格执行《高招委[2019]1 号《南京市高淳区 2019 年义务教

育阶段学校入学工作实施方案》文件精神，按照时间节点进行招

生各项工作安排。

督导发现的问题主要有：少数学校因部分建筑物年代久远，

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少数学校在实验室化学药品存放、教师电

瓶车充电安全等方面要加强管理；个别新建学校返修、安装等工

作不能及时到位；个别学校食堂太小，不能满足师生用餐需求；

少数学校在招生过程中进行了不适当的宣传等。各学校要对在督



- 3 -

导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认真制定整改方案，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加以

整改。区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将适时组织回访督导，了解

学校整改情况。

附件：

1.第一责任区督导报告；

2.第二责任区督导报告；

3.第三责任区督导报告；

4.第四责任区督导报告。

南京市高淳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

2019 年 7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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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6月第一督学责任区督导报告

一、概述

2019 年 6 月 19 日～6 月 25 日，第一督学责任区对省淳中、

湖滨高中、淳辉高中、高淳中专校、高淳特校开展了学校期末结

束工作及招生工作挂牌督导，现将督导情况报告如下：

二、基本情况

（一）学期结束工作

1.省淳中学校期末工作安排早，领导重视，各处室和学校都

有学期结束工作行事历。在 7 月 5 日到 10 日安排了行政人员、

资深教师、班主任和后备干部到浙江大学培训；安排了假期中新

高一军训工作、新高二、高三的夏令营活动；安排了新老高三老

师的教学研讨会等。

2.高淳中专校能认真落实《关于做好暑假前学生安全教育工

作的通知》（高淳区文件）、《关于做好 2019 年教育系统防汛工作

的通知》（高淳教育局）和《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防溺水工作的

紧急通知》（高淳教育局）等有关文件要求，把安全工作放在首

位。学校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召开安全专项会议，布置暑期学校安

全工作；各班开展暑期安全主题班会，对学生进行安全专项教育，

重点进行交通、防溺水、防食物中毒、预防传染病、防暴力伤害

教育，加强对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的安全教育，防止学生溺水

事故的发生。

3.淳辉中学积极开展校园安全隐患排查。学校建立校园安全

隐患排查制度，充分将技防、人防相结合，做好安全防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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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定期检查和日常防范相结合的安全管理制度；落实假期行政

值班、门卫值班、巡逻值班、防火防灾、体育器材检查等规章制

度，做到有章可循，不留盲点，不出漏洞。组织人员对实验楼、

食堂、配电房、教学楼、办公楼、宿舍等开展重点巡查；对学校

的电线电路，体育设施，学生生活设施及时进行整改维修。加强

和落实外来人员进校、来访登记制度。

4.高淳特校将下学期的班主任竞聘、教师竞聘工作安排在本

学期结束时完成，方便教师在假期中完成个别化教学计划制订及

班级文化布置。学校还自行设计、编写了适合特殊教育学生的作

业和快乐成长档案。

5.各校都高度重视安全工作，通过升旗仪式、主题班会、黑

板报、橱窗、网络、广播宣传等途径和形式对全体师生反复进行

安全教育，特别是假期防溺水教育到位；高淳特校、高淳中专校、

湖滨高中还发放了《告家长书》，对放假时间、安全要求等作了

详细说明，并要求家长在回执上签字交给学校。

6.各校都能做好暑假值班、护校工作安排。暑期每天安排行

政人员和保安值班，巡查校园，做好护校工作。

（二）招生工作

各学校招生工作规范，严格按照上级要求的时间节点、步骤

组织招生工作。高淳特校中专段今年招生有 13 人报名，已经完

成了笔试和面试工作，6 月 27 日确定录取名单，6 月 28 日发放

录取通知书；学前教育及义务教育招生已经有 8 人报名，还在继

续报名，确保做到零拒绝。

三、问题与建议



- 6 -

1.高中阶段学校要注意做好假期学生活动中的防暑降温工

作，确保学生活动安全。

2.要注意及时编制学校结束工作行事历，及时发放给全体教

职工，让全体教职工对假期结束工作和假期工作做到心中有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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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6月第二督学责任区督导报告

一、概述

2019 年 6 月 19 日至 21日,根据督导室 6 月份工作安排，初中

督导组对全区 12 所初中学校进行了常规督导工作。本次督导主

要通过巡视校园、和学校领导座谈交流等形式，重点了解中小学

期末结束工作安排及招生工作开展情况，现对本次督导工作报告

如下：

二、基本情况

督导组到达学校后，首先巡视了学校的周边环境及传达室安

保情况，校园周边环境良好，无小贩设摊；传达室安保人员在岗，

对进入校园人员仔细查问并要求填写登记单，工作认真负责。进

入校园后，责任督学和学校领导一起对校园进行了巡视，学校教

育教学工作一切正常；接着和学校领导进行了座谈，听取了学校

领导关于期末结束工作安排及招生工作的情况介绍。

（一）学期结束工作

从督导了解的情况来看，各校对期末结束工作都很重视，各

校均召开了专题行政会议，从教育教学、期末考核、后勤管理、

学生暑期生活安排及安全教育等方面研究部署学期结束工作，分

工明确、全方位落实责任，期末结束工作安排井然有序。

1.期末教育教学考核工作：各校根据已订规章制度，着手准

备对全体教职员工本学期的工作绩效进行考核，组织各类评优活

动。区一中开展了“五认真”检查和学生评教活动；分年级召开

期末考试质量分析会；班主任组织学生完成《成长的足迹》“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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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素质测评”中的自评和组评；组织学生评选“三好学生”；班

主任完成学生《成长的足迹》的相关填写。

2.安全教育工作：各学校都将安全作为期末学生教育的重点，

通过国旗下讲话、班会等形式对学生进行“预防溺水”安全教育。

永丰中学、桠溪中学、区三中发放了《致家长的一封信》，金陵

汇淳学校发放了《预防溺水告家长书》和《暑假告家长书》，对

家长进行防溺水安全提醒和暑假安全提醒。

3.校园安全隐患排查情况：各校都开展了校园安全排查工作，

对发现的问题能及时整改的马上整改，不能及时整改的计划暑假

期间整改。区二中进行了认真仔细的校园安全大排查，检查了建

筑工地、围墙、教室、食堂等重点场所，对消防、食品、建筑物

结构进行了认真检查，有检查记录。

4.暑假值班、护校工作安排情况：各校根据区教育局的要求，

结合各校实际，作了详细的暑假值班和护校工作安排。暑期工作

各校重点不一，区一中成立了相关工作小组，落实责任，对暑期

学校总体搬迁工作进行了周密安排。永丰中学利用暑假进行小型

维修，金陵汇淳学校在安排暑期值班时，充分考虑外地教师的实

际情况，尽量将他们安排在暑期两头，学校计划将期末安全排查

中发现的问题利用暑假进行整改。

（二）招生工作

各校招生工作依据江苏省教育厅《关于集中开展义务教育学

校违规办学行为专项治理的实施方案》中的有关要求，以及市教

育局、区教育局下发的小升初以及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入学要求

等，采用张贴公告、发布通知等形式告知各位家长并将严格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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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招委[2019]1 号《南京市高淳区 2019 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入

学工作实施方案》文件精神，按照时间节点进行小升初的各项工

作安排。区一中、高淳外校与武家嘴实验学校初中部的招生工作

已经基本结束，其它学校的招生工作正在进行之中。

三、存在问题

1.少数学校在招生过程中进行了不适当的宣传，在小学毕业

生中争抢优质生源，这对其他学校特别是农村学校来说很不公

平。

2.教师培训任务很重，如何尽快提高教师的业务素质是所有

学校面临的共同问题。特别是金陵汇淳学校，如何让新招聘的教

师尽快熟悉业务，进入角色，压力很大。

四、工作建议

1.建议各校召开一次主题班会，加强对学生暑期生活的安全

教育，引导学生合理安排暑期生活与学习，过一个有意义的暑假。

2.充分利用好放假期间，对学校的电路、设施设备等进行全

面的检修，以消除安全隐患。

3.建议进一步加强招生管理，规范招生秩序，为各校创设公

平的竞争环境。各学校进一步加大招生工作的宣传力度，进一步

做好与小学的衔接工作，力争优质生源少流失。

4.建议暑期加强对新教师的培训，充分利用暑假时间长的特

点，组织各级各类教师业务培训活动，加强对教材教法的研究，

为新学期的教育教学工作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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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6月第三督学责任区督导报告

一、概述

根据区教育督导室工作安排，第三督学责任区四位责任督学

于 6 月 12 日～14 日分别对淳溪中心小学、淳溪薛城小学、淳溪

长乐小学、砖墙中心小学、砖墙港口小学、砖墙北埂陈小学、砖

墙西江小学、实验小学、滨湖小学、固城中心小学、固城漕塘小

学、固城何家小学、东坝中心小学、东坝青山小学、东坝下坝小

学、东坝傅家坛小学、古柏中心小学、古柏中保小学等 18 所小

学进行了常规督导。本次督导通过听汇报、查资料、看现场、点

评反馈等形式对各校中小学学期结束工作安排、中小学招生两个

方面的工作进行了全面督查。现将有关督查情况报告如下：

二、基本情况

（一）学期期末结束工作

1.从资料来看，各学校利用小广播、班队会、宣传栏等载体，

对学生加强防溺水、防火、防血吸虫、交通等方面的安全教育，

区实验小学还组织了消防疏散大演练，同时，各学校都发放了告

家长书，告知家长假期应注意的事项等。

2. 各校都成立了校园安全隐患排查整治领导小组，校园安全

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有布置，有检查，有整改措施，有总结（自查

自纠报告）。

3. 各学校都对暑假值班、护校工作进行了详细的安排，分工

明确，责任到人。

4.南京市安全教育平台信息上报及时，淳小、古柏中心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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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较高。

（二）招生工作：

责任督学依据江苏省教育厅《关于集中开展义务教育学校违

规办学行为专项治理的实施方案》中关于集中治理义务教育学校

违规招生入学行为的要求进行督查，各校严格执行省厅、区局招

生文件要求，实行免试就近入学，目前没有发现招生违规违法现

象。

1.淳溪中心小学成立了由校长为组长的工作领导小组，制定

了《一年级新生入学工作实施办法》、《一年级新生入学均衡分

班实施方案》，及时张贴《一年级新生入学报名通告》，向社会

公布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的相关信息，明确报名时

间、新生入学年龄、施教区范围、报名程序等报名条件，精心设

计了新生报名流程，安排专门人员负责报名咨询和政策解释工

作，严格把关，热情服务、耐心细致，所有招生登记老师本着服

务意识理念，耐心解答家长的疑问，为家长提供一切可能的服务，

确保了一年级新生入学工作有序进行。

2.古柏中心小学是毗邻高淳开发区的一所小学，外来务工人

员随迁子女较多，有的来自城市，有的来自偏僻的农村，随迁子

女的家长文化层次也不一样，由于这些学生文化基础不一，无形

的给学校教学带来一些困难。学校本着一切为了孩子的全面发

展，服务高淳经济发展的宗旨，克服困难，尽力接纳每一个符合

政策的随迁子女，并做好安排就读工作。

3.实验小学、滨湖小学、固城中心校等学校对照服务范围，

严格按规范流程，做好招生前宣传发动，如实登记信息，认真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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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证明材料，及时上报审批，公布新生名单，规范招生行为。滨

湖小学学校校领导教师，主动到社区进行招生疑难问题咨询，为

服务对象排扰解难，固城中心校切实做好外来务工随迁子女入学

工作，按要求进行信息登记和材料审核，并确定于 8 月 30 日前

公布外来务工随迁子女入学名单。

4.东坝中心小学所辖 4 所小学根据区教育局要求都对 2019

年秋一年级新生进行登记，东坝小学 170 人，下坝小学 36 人，

青山小学 52人，傅家坛小学 11 人。严格按照免试就近入学原则

进行登记，没有组织任何形式的选拔，对学困生和外来务工人员

子女一视同仁，东坝中心小学要求所有学校不得收取与招生入学

挂钩的赞助费和捐资助学费。

三、问题与建议

1.淳溪中心小学要进一步加强对食堂食品安全卫生、实验室

化学药品、教师电瓶车充电、办公室接线板等管理，确保师生在

校平安，校园安全。

2.古柏中心小学食堂太小，不能完全容纳就餐学生在食堂就

餐，希望学校想办法积极争取上级的支持，改善这一状况。

3.砖墙中心小学饮水机摆放位置影响学生进出、不安全；三

楼地面有比较多的积水。老问题，学校要想办法去解决，提高管

理的针对性、实效性。

4.实验小学学安全隐患排查中发现教学楼外墙装饰面砖出现

空鼓剥落现象；学校东边区域空置的老旧建筑，因建设年代较长，

长期间无维护，安全隐患较大。建议学校安排值班人员加强安全

隐患排查，随时处置突发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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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新建滨湖小学因为代建项目，学校与建设主体、各施工单

位之间联系不紧密，施工方存在推诿现象，导致返修、安装等不

能及时到位，需有关部门牵头协调解决。同时督促建设主体加快

组织设计、施工、监理、消防、跟踪审计、使用方等单位对学校

整体建筑进行综合验收，对存在问题尽快整改到位。

6.固城中心校服务范围内新生入学报名人数较多，学校招生

规模相对不足，超班额情况压力大。

7.傅家坛小学现只有学生 15人，教师 3 名，教师全部为返聘

教师。学校地处在苏皖交界处，学校设施设备不全，教育质量一

般。家长意见较大，要求合并到东坝小学就读，目前正处在征求

意见阶段。建议东坝中心小学领导要高度重视，要在充分调研的

基础上，做好所有家长的解释说明工作，并要求在所有家长中进

行书面征求意见，同时要向东坝街道和相关村的主要领导汇报有

关事项。确保此事平稳顺利进行，严防集体上访事件发生。

8.下坝小学留守儿童、单亲家庭较多，学校要加强与学生家

庭成员的沟通，重视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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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6月第四督学责任区督导报告

一、概述

根据《江苏省中小学校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工作规程（试行）》

和《南京市高淳区中小学校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工作实施意见》，

结合教育局年度重点工作要求，2019 年 6 月份第四责任区责任督

学对宝塔小学（含雅居乐校区）、漆桥中心小学、漆桥联谊小学、

阳江中心小学、阳江永东小学、阳江狮树小学、阳江西莲小学、

阳江博爱小学、阳江湖口头小学、阳江新桥小学、桠溪中心小学

（含东风校区、尚义校区）、桠溪定埠小学、桠溪国际慢城小学、

桠溪安兴小学、南京武家嘴实验学校（小学部）等 18所小学（含

校区）进行了督导。通过听、查、访、巡等多种形式对各校期末

工作、暑期安全教育工作及下学期新生入学工作等方面进行了全

面督查。

二、基本情况

（一）期末结束工作

1.各街道中心校把校区（教学点）都纳入各自学校常规管理

之中，统一布置学期结束工作。学校始终把安全工作放在首位。

每月一次安全大排查，以校舍安全、设施设备安全、消防安全、

校园周边环境安全以及食品安全为排查重点，及时处置安全隐

患。

桠溪中心校校舍建造年代较长，墙体剥落，并有护栏外倾现

象，存在安全隐患，学校能及时关注，并采取相关措施。

漆桥街道小学邀请电工等专业人士对全校的电风扇、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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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窗锁、电线、设施设备等全方位进行了排查，发现问题直接解

决。

学校对安全教育工作有统一安排，班级主题教育，特别是防

溺水教育有内容，有具体时间，有督查。教师考核、学生评比、

班级评比都有明确的时间节点，学期结束工作有条不紊。

各校对暑期值班人员作了安排，明确了带班领导，值班教师，

并强调了值班要求和纪律。有基建任务的学校，还明确了一名领

导具体负责施工现场。

2.近期各校利用国旗下讲话、大屏幕宣传、班队会、晨会、

发放《告家长书》等方式重点开展了防溺水教育。宝塔小学安全

教育工作谋划早，工作具体、踏实；阳江镇湖口头、新桥小学还

增加了血吸虫预防知识讲座。桠溪、漆桥中心小学结合安全教育

平台要求学生和家长一起完成安全教育学习，截止 2019 年 6 月

19 日，桠溪小学 64个班级授课完成率为 100%，已参加学习的学

生和家长共有 1834 人次，参与率为 93%；漆桥街道小学大多数

班级的家长参与率达 70%，二、五年级达到 100%。南京武家嘴

实验学校对安全教育工作有统一安排，班级主题教育，特别是防

溺水教育有内容、有具体时间、有督查。

（二）招生工作

各校能认真贯彻义务教育阶段“就近免试入学”的原则，不

存在收取与招生入学挂钩的赞助费和捐资助学费的行为；自觉接

受群众、社会的监督，招生工作做到了规范有序。

宝塔小学制订了《南京市高淳区宝塔小学一年级新生招生工

作实施方案》，认真落实好两校区（宝塔小学校区、雅居乐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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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年级招生工作；桠溪中心小学主动对接各幼儿园和桠溪中

学，认真做好一年级新生入学报名登记工作和小升初衔接工作，

确保每个适龄儿童都能按时入学。

桠溪中心校与大庄、墙门村委多次衔接，商讨下学期因两教

学点停办本村适龄儿童新生入学工作，让家长放心。2019 年秋季

一年级计划招生 468人，已经报名 341 人。

漆桥街道根据全域发展情况，在综合多方意见、建议下，优

化小学施教区划分，并及时向群众做好解释工作。做好外来务工

子女、随迁子女的上学工作，服务好、协调好，让来的学生有书

读、读好书。6 月 12、13 日新生报名，本学期一年级新生报名

149人。

三、存在问题、工作建议

1.村完小安全教育的台账资料比较零散，还需进一步完善。

2.建议各小学进一步与施教区内的幼儿园和初中对接，及时

了解掌握其新生的相关信息和小升初衔接工作，确保每个适龄儿

童都能按时入学。

3.建议进一步加强安全隐患摸底排查工作，对于自己能解决

的要利用暑期进行维修。自身无法解决的要及时向上级和有关部

门反映存在的困难和安全隐患，争取及早消除隐患，确保师生生

命和财产安全。

4.建议各学校能利用暑期进一步加强校园文化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