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教评 〔⒛ 18〕 1号

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zO18年教育现代化
建设监测工作的通知

各设区市、县 (市、区)教育局,各高等学校 :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扎实推进新时代江苏教育现代

化建设与监测,全面开启加快教育现代化新征程,根据省政府办

公厅 《关于印发江苏教育现代化监测指标的通知》(苏政办发

〔⒛16〕 86号 )和省教育厅省统计局 《关于印发江苏教育现代

化建设监测评估实施办法的通知》(苏教评 〔⒛16〕 4号 )精神 ,

现就做好 2018年教育现代化监测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高度重视教育现代化建设监测工作

党的十九大对新时代教育工作做出了重大部署,明确提出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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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新目标新要求。⒛18年是贯彻

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省中长期教育规划纲要的重要年份,也是

推进实现省政府办公厅 《关于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的实施意见》

(苏政办发 〔⒛13)85号 )阶段性规划目标的关键之年,做好

监测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各地各高校要以党的十九大精神

为指引,高度重视教育现代化监测工作,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突

出重点指标引领,继续发挥监测工作的鉴定、诊断和改进功能,

积极服务政府决策咨询,深入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

二、按照监测指标的新内涵新要求开展监测

当前,我省教育现代化建设在经过⒛ 多年的探索实践后,

已进入了以提高人的思想和素养现代化为核心的新阶段。我厅基

于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 《江苏教育现代化监测指标》,于去年修

订了 《江苏教育现代化建设监测评估细则》。请各地各高校要按

照新时代教育现代化建设的新要求,精心组织实施,全面加强建

设,不断丰富和发展江苏教育现代化的实践内涵,对 已达标的抓

巩固促提高,对差距较小的指标抓关键促提升,对差距较大的指

标抓突破促达标。今年的教育现代化监测工作要对照市县、高校

监测评估细则(见附件 1、 2),聚焦
“人的现代化

’’.s适合的教育
’’cc教

育公平与质量
’’cc人

民群众教育获得感
”
等重点领域。同时,根据

全省教育现代化
`总
体进程,还要强化核心指标监测,注重国内国

际可比指标分析,进一步增强区域教育现代化的目标引领和国际

视野。

-2—



三、科学规范采集填报数据信息

⒛18年 ,教育现代化监测数据采集仍依托
“江苏教育现代化

建设监测评估管理信息系统
”
开展,请各地各高校在规定时间登

录信息系统 (网 址:郦 `i引vx山 .∞m)开展数据填报。各地各

高校填报的数据为⒛17年度的数据。数据填报口径、来源等要

求详见 《江苏教育现代化建设监测工作手册》。数据填报要求真

实可信,严禁弄虚作假。各地各高校在数据填报中,不仅要注重

指标数量的达成,更要注重指标内涵的提升和教育现代化建设的

质效,还要注重人民群众对教育现代化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江苏教育现代化建设市县监测评估细则》中标注★的监测

要点由省里负责采集并嵌入监测管理系统(详见附件 1),县 (市 、

区)无需填报。请各地及时更新学籍、师资、财务等系统,与省

级平台实时有效对接。各设区市对于省采集数据如有疑义,可在

规定时间内提交复核申请报告,报送省监测评估领导小组办公

室。数据网上填报结束后,各设区市打印两份纸质 《教育现代化

建设监测数据填报表》,经主要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市教育局公章,

于4月 底前统一寄送省监测评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县 (市、

区)数据填报表提交设区市教育行政部门。

四、强化监测数据审核工作的责任

今年进一步健全全省统一监测、省市分级审核的工作机制,

省级负责审核市级数据并发布全省及 13个设区市监测结果,对

部分地区和重点指标进行随机督查复核;设 区市负责审定所辖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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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数据并发布监测结果。各地各高校要以高度负责的态

度和严谨细致的作风,认真做好监测数据的审核工作。强化对指

标间数据相互联系和逻辑关系的分析,对于个别指标数值上升过

快、大起大落等,要进行重点审核把关,确保监测数据真实可信。

各地各高校在数据审核过程中,数据填报人要做到首填负责制 ,

牵头部门和分管领导要加强过程审核,主要负责人要做好数据的

审定并对上报数据全面负责。省教育厅将建立监测数据实地核查

机制和通报制度,对于数据弄虚作假的将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五、认真撰写年度监测报告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高校要认真撰写年度监测报告。市、

县 (市 、区)监测报告主要内容应包括本地教育发展概况、监测

工作情况、总体达成情况和分指标达成情况、教育现代化建设主

要成效、存在的薄弱环节及改进措施等,字数一般控制在 5OO0

字左右。高校监测报告分教育现代化建设监测工作情况、相关指

标达成情况、教育现代化建设主要做法、存在的薄弱环节及改进

措施等,字数一般控制在 ⒛0O字左右。监测报告样式参见 《省

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做好 2014年教育现代化建设监测工作的通

知》(苏教办评 〔⒛14〕 2号 )。 监测报告内容要实事求是,语言

简洁明了,用 数据和案例说话,呈 现方式以数据分析和统计图表

为主。监测报告用 A4纸双面打印,正文部分用 3号仿宋体,左

侧装订。各设区市监测报告须经单位主要负责人审签盖章后,一

式两份统一报送省教育厅;县 (市 、区)监测报告报送设区市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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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局。监测报告的电子版 Word文档上传至“江苏教育现代化建

设监测评估管理信息系统
”。

六、及时做好监测结果的反馈与整改工作

省教育厅将于 2018年第二季度发布省级监测报告,并向各

设区市反馈教育现代化监测结果,分析指出监测发现的主要问题

与薄弱环节。同时,各设区市也要发布市级监测报告,参照省级

方式向所辖县 (市、区)反馈监测结杲。请各地根据省、市反馈

的监测结果,制订整改方案并开展有针对性的整改,着力解决本

地教育现代化建设的薄弱环节和难点问题,不断提升区域教育现

代化的建设水平。

七、明确监测工作的范围和时间安排

2018年 江苏教育现代化建设监测对象范围为:全省 13个设

区市、I03个县 (市 、区)(具体名单见附件 3)和所有普通高校

(含独立学院 )。 数据填报时间为 2018年 2月 8日 至 3月 底,市

级审核时间为 4月 1日 至 4月 20日 。省级审核时间为 4月 20

日至 5月 10日 ,监测结果统计分析和监测报告撰写时间为 5月

中下旬,监测结果发布及反馈时间为 6月 。请各地各高校务必在

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监测工作,确保全省教育现代化建设监测工作

顺利进行。

省教育评估院联系人:洪港,电话:025-8333免 57,甘媛源,

电话:陇5-8333犯 70;信 息系统维护联系人:王 国庆,电话 :

陇5-52710841。 监测工作 QQ群号:3622狃349(市 、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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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⒛2883(高校 )。

附件
".江

苏教育现代化建设市县监测评估细则(2016年修订 )

2.江苏教育现代化建设高校监测评估细则(2016年修订 )

3.⒛18年教育现代化建设监测对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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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江苏教育现代化建设市县监测评估细则 (⒛16年修订)

级

标
一
指

二级指标 检测点 监  测 要 点 目标值 权至 数据来源及审核单位 备 注

婶
醐
度

各级教育

I学前3年教育毛入园率 学前 3年教育毛入园率 〈%) Σ98% 2
市县救I局、省教育厅

发展规划处

2义务教育巩圃率 义务教育巩固率 〈%) IO0% 2
市县教育局、省教育厅

发展规划处

3南中阶段教育毛入学钚 南中阶段揿育毛入学率 (%) ≥99% 2
市县敬肖局、省教育厅

发展规划处

4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18周岁人口高等教育入学郸 (%) 60% 2
市教育局、省教育厅

发展规划处

继续教育

5终身学习网络稷盖率 终身学习网络稷盖率 (%) ⒉909o 2
市县教育局、省教育厅

社会教育处

6从业人员维续教育年参与郫 从业人员鲢续敬肓年参与率 (%〉 之60% 2
市县教育局、省教育厅

社会教肖处
巾‘丨Ⅱi|l il|扌 |i{Ⅱ

7城市和农村居民社区饮I活
动年参与率

其中:老年人年参与率

城市居民社区敬育活动年参与率 〈%) 乏60%

市县教育局、省教育厅

社会教有处
农村居民社区枚育活动年参与率 (%) 之40%

老年人年多与卒 〈%) ≥20°/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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婶
狎
度

机会均等

8残疾儿萤少年接受I5年免贫

教肓的比例
残疾儿童少年接受 15年免费教肓的比例 (%) lO0%

市县救育局、省枚育厅

鲞础敬育处

9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与户

箱学生享受同等待遇的比例

外来务工人员盹迁子女与户锚学生卒受同钅侍

圯的比例 (%) lO09各
市县枚育局、省教育厅

基础教育处
iE点监测指标

IO提供多样化教育 ★提供多样化极育 (问卷调查 ) 90% 省放育评估院 重点监测指标

资源配冒

"义
务教育城乡、学校间条件

均衍化比例

其中:教师合理流动比例

★小学办学条件枚际均街差异系数 <
一 I

省救育厅教育督导室

实际值 >050,得 分为

o.

★初中办学条件枝际均衡差异系数 【ll45 l

实际值 )045,得 分为

o.

义务教育教师合理流动比例 (%) 彐 5% I

市县放育局、省教有厅

人率处
萸点 llj测指标

!2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公共

资源供给

★在公办园、普恧性民办幼儿园就渎学生比例

(%) ≥90% l 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

★高中阶段财政性教育经贽占高中阶段教育经

贞比例 (%) Σ80% l 省教育厅财务处

J3困难学Hi受 帮扶 比例

★家庭经济因难学生按省定补助标准受祁扶比

例 (%〉
IO0% l 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身心发展困难学生受帮扶比例 (%) lO0% l

市县教育局、省教育厅

基础教苜处、职业教南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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貊
飕
度

学生综合

素质

I4思想品德与心理l,+庾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综合萦质评价优良率 (%) ≥95% l

市县教育局、省教育厅

基础教育处

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丌设率 (%) I()O% I

市县教育局、省教育厅

基咄教育处、职业教育处

★中小学生学业负担指数 (问卷 Jhg查 ) 90% l 省教育爿z估 院 重点监测指标

15学业合格率

ll中 :中 高等职业院校毕业生

双订E书 获取率

★小学学业合格率 〈%) ⒉95% I

省教研室

★初巾学业合格率 (%) ≥95% l

★普通高中学业合格率 (%) ≡959白 1 省教育考试院

屮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双证:u狄 llk率 (%) >95%
l

市县教育局、省教育厅

职业教育处

16体质健庾合格率 ★体质健康测试合格率 〈%) >959‘ 3 省教育厅体Ⅱ艺处 重点监测指标

学校办学

水平

I7人才培养模式 ★人才培养摸式 (问卷调查 ) 90% 3 省教育廿F估 院 重点j/l测指标

18达到省定优秀标准的各级

各类学校比例

★省优顾幼儿 ,d比例 (%) 290% l 省教茼厅基础教育处

★义务教育学校达省定办学标准比例 (%) ≥90% l 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 重点j监测指标

高巾阶段达省定三星级以 t学校比例 (%) Σ90% l

市县教育局、省教育厅

基础教育处、职业教育处

社区教育中心达省标准化祉区教育机构标准的

比例 (%)
>90%

I

市县教育局、省教肖厅

社会教育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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揪育

开放

度

资源共宇
19学枝、社会教育资源的开放

和利用

社会公益性公共体育文化科技设施供学枝及学

生免费使用的比例 〈%)
l Otl% l

市县教茼局、文化局、科

技局 (科 uJ)、 体育局;省

教育厅、文化厅、科技厅

〈科协 )、 体育局

具备开放条件的学校休育场馆向社会开放的学

校比例 〈%)
lO0% |

市县教育局、省教育厅

体卫艺处

国际化水Ψ

⒛ 参加囡 (境 )外培训进修的

教师比例
参加国 (境 )外垴训进修的教师比例 (%) >5%

l

市县教育局、省教育厅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 Ⅱ '∶ !{∫ ∶

21参 与国际合作交流的中小

学校比例
参与国际合作交流的中小学比例 (%) 彐 5% 2

市县教肓局、省教肓厅

FIl际 合作与交顶t处

” 职业院校相关专业的核心

课程与国际通用职业资格证书

对接比例

职业院校桕关专业的核心课程 与国际逦用职业

资格证书对接比例 (%)
)2O⒐。 1

市县教育局、省教育厅

职业教育处

婶
姗
皮

投入水 丫

η 财政教亩支出预箅坩 长比

例

财政教苜艾 u丨 顶箅增长比例渤于公共财政顶算

艾出增长比例
高十 !

市县教穹局、省教育厅财

务处、省财政厅

低于Ι曾Κ1匕例'得分

为0。
政府教育财政拨款的增长比例高于财政经常性

收入的坩长比例

z财 政教育支 l"占 公共则政

支出的比例

财政教育文 tl1i∷ 公共财政艾 l丨 丨的比例高于△一

年度的比例
高于 2

市县教苜局、省教苜厅财

务处、省财政厅

重点j监测指标

低于上一年度比例 ,

得分为0。

筠 全⒒会教育投入J曾长比例
全社会救育投入增长比例南于地区生产总值增

长比侈刂
高于 l

市县教育局、省教育厅财

荮处、省财政厅

低于增长比例,得分

为 0。

%各类教育生均公共财政顶

箅公用经犰艾出达到省定标dI

各类教苜生均公共则政预算公川经贷艾 l"达 到

省定标准
达到 2

市县教育局、省教肓厅财

务处

未达到标准 ,得分为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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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资水平

2T” Ⅱ|Ⅲ ′!i∫Ⅱ}i`

★ i  ∷∷   ∷ ∫ |;  ∷  Ⅱ 909‘ 省教苻计亻丨
`院

★中小学、幼儿园县级以上骨干教帅比例 (%) >15(%

彳}l fj∵ⅡII

★刂 {Ⅱ以ψ}忄 0‘ ǩ""屮
“
lk叫

"匕

u刂 (Ⅱk,) 之75%

★ flk帅 个△J“ 训宄戊半 (%) lO0% l

★县级教师发展中心达省示范标dLL匕例 (%) lo0%

28教师学历比例

★幼儿园教师专科率 (%) lO0%

省教胃厅帅资处

★小学救帅本科率 (%) ⒉90%

★初屮教帅本利邾 (%) lO()%)

★向巾阶flt教 Jl研 究生率 (%)) ≥20%

29生师比

★″J丿 ,元
′

i咖

"比

省教苜厅人筝处

★小学生∫F比 lll止 i粉测指标

★初屮生师比

"丿

丨ilh泗刂指杯

★高巾生师比

信窟化水平 30“  ∶j两 丨tl丫 丫r Ⅱαj艹
ˉ
午1 宽带网络

“
校校逦

”
覆盖率 (%) IO096 市县教育局、省电教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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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资源
“
班班通

”
稷盖衤 (%) lO0%

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逦”
泛益率 〈%) Σ90% 重点监测指标

教育资源服务平台稷盖衤 (%) lO()〈 %

教育管理公共服务平舍覆盖率 (%) 100%,

31智慰校园比例 智总佼园比例 (%) ≥60% l 市县教育局、省电教馆

教育

统缗

肢
布局与。。L构

32各类教育 协调发展与互通

衔接
各类教育协调发展 】

J⊥I,in衔接
市县教育局、省教育厅

发展规划处

符合要求.得分=l×

权重;基本符合,得

分=08×杈重:部分符

合,得分=06x权 重 ;

不符合 ,得分为 0。

33学校布局与规模合理
★幼儿囝布局与规棋:团均服务人口⒈15万左

右,且园均规模不岗于 4轨的幼儿园比例 (%) ≥909‘ 省教育厅发展规划处 蔸点监侧指标

★小学布局与规模:小学规模不南于 6轨的学

校比例 (%) ≡90% 巫点监测指标

★初中布局与规棋:初巾规模不高于 I2″ 1的学

校 1匕例 (%) ≥90%

★普通高中布局与规棋:普通高中规模不苘于

16轨的学佼比例 〈%)
≥90%

-ˉ 12—



★中饣职业学校布局与规模:校均规模不低于

00∞ 人
之3000A

30中 等以下学校达到标准班

颌的比例

★幼儿园达到标准班额的比例 (%) ≥85% l

省教育厅发展规划处

★小学达到标准班额的比例 (%) 之85% l
Ⅱ Ⅱ  ∷∵!∷ {∶

★初中达到标准班颡的比例 (%) ≥85% l
|{|‘

|∶
{i氵Ⅱ∶J}i.!

★高中达到标准班额的比例 (%) Σ85% l

中职达到标准班额的比例 (%) Σ85% l

市县救育局、省教育厅

职业救育处

休制与管理 35公办学校多彤式办学 公办学校多形式办学 l

市县教育局、省枚育厅

政策法规处

符合要求,得分=l×

杈重;基本符合,得
分 ll8×权重:部分符

合,得分=06x权 重 :

不符合,得分为 0。

36民办教育键庾发展 民办教育仙肽发展
市县教育局、省敬育厅

发展规划处

符合要求`得分=I×

杈重;基本符合,得
分 0̄8x杈 聂;邯分符

合,得分 0̄6x权重 ;

不符合,得分为0。

37教苷治理水Jr ★简政放杈与依法泊教 (问 卷调查 ) 90% I 省教宵评】li院

获市级以上依法治枝示范学校比例 (%) lO0% l

市县教育局、省教育厅

政策法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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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琏立家长委员会、佼t衤会 (理事会)学校比

例 〈%)
IO0% l

市县教育局、省教育厅

政策法规处

婀
蜊
度

受教有水平

38新增劳动力人均受教百年

限
★新坩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 (年 ) ≥15年 3 省人社厅

39主 要劳动年龄人 口平均受

教育年限

其中:受过南等教育比例

★主要劳动年曲人口平均受故育年限 (年 ) 之122年

省统计局

重点jll测指标

★受过南铮教育的比例 (%) 立258%

社会服务

能力

⑾ 技能人才满足经济社会发

展椭求
★每万劳动力中南技能人才数 乏600'′ 2 省人社厅

41中 箸职业教育毕业生就业

率
中等职业教有毕业生就业率 (%) ≥’0% l

市县教育局、省敬育厅

职业教育处

貊
溉
度

对学校及政

府的满磁度

42学 生、社会对学校的洒意度 ★学生、社会对学校的满葸度 〈问卷调查 〉 90% 3

省教育 ,’T估院

重点监测指标

03学 校对政府管理和服务的

满悲度
★学校对政府管理与服务的满葸度 (问 卷调查 ) 90% 3

注:表中共有“ 个监测要点,其中标★监测耍点 (03个 )由省级部门直接采集并输入监测管理信息系统,县 (市、区)无需采集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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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江苏教育现代化建设高校监测评估细则 (⒛16年修订)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检测点 监 测 要 点 目标值 权 重

教育公平度

机会灼等 lO捉侈1多 样化教育 捉供多样化教育 〈问卷调查 ) 90% 2

资源两E瞀 I3困难学生受帮扶比例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按省定补助标准受帮扶比例 (%) l00% l

身心发展困难学生受祁扶比例 (%) lO0% l

教育质星度

学生综合萦质

14思想品锶与心理健麋 心理fl±康教育课程廾设 (普及)率 (%) lO0% I

15学业合格串 渤等职业院校毕业生双证书获取率 〈%) ≥95%

16体质伍康合格率 体质健康测试合格率 (%) Σ95%

学校办学水平 17人才培荞摸式 人才培莽棋式 (问 卷调查 ) 909o

教育开放度 资源共享

20产学VI结合水平

学校面向企卒业单位
“
四技服务

Ⅱ
收入年坩 κ貉 (%〉

≥10% l

学校与地方政府、行业及企业建立紧留型产学研合作鋈地年

增长率 (%) 彐 0%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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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南校学分互认比例 商校学分互认比例 (%) 彐 0% 2

” 学校、社会教育资源的开放和利用 具备开放条件的学校体育场馆向社会开放的学校比例 (%) lO0% l

国际化水平

9,南枚具有海外学习或工作经历的敬

师和学生比例

高校聘用外辖教师 (研究人员)1匕例 (%) ≥15%

高校具有海外学习或工作经历的教师比例 (%) ≡20%

高校具有海外学习经历的学生比例 (%) 坌3%

24各类来江 ,J· 留学人员数 各类来江苏留学人员数 ,s万 2

Ⅱ 职业院校相关专业的核心诹程与国

际通用职业资格证书对接比例

职业院校相关专业的核心课稷与囚际通用职业资格证书对接

比例 (%) ≥20% 1

教育保障度 师资水丬z

30师德与专业能力逖设

学生对教师的师德满意度 (问 卷调查) 90%

职业院校
“
双师型

”
教师比例 (%) ≥85%

3!教师学历比例

高职教师研究生率 (%)
≥85%

本科院校救师博士饣F究生率 (%〉 乏60%

32生师 1匕 生师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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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水平 35智怼枝园比例 智思校园比例 (%)
lO0%

教育统筹度 休制与管理 41教育治理水丬z fni政放权与依法治教 〈问祜调查) 90% l

教育贡dR度 社会服务能力

0s南校科研创 ,Il能 力 高佼专任教师人均发明专利授权效

46南校应用研宄开发成果转化率 南佼l,s/用研宄开发成果转化率 (%) 乏80%

0,高校毕业生就业率

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 (%)
≥70%

苘枚毕业生年终就业率 (%) 之90%

教育满葸度

对学校及政府的

,9t葸 度

48学生、社会对学校的满蒽皮 学生、社会对学佼的满蒽度 (问 憋调奄 ) 90%

⒆ 学校对政府眢理和服务的汕葸度
学枚对政府管理和服务的油葸皮 (问 祜调查 )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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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⒛18年全省教育现代化建设监测对象范围

设区市 县 (市、区 ) 设区市 县 (市 、区) 设区市 县 (市 、区 )

南京市

玄武区

无锡市

江阴市

徐州市

丰 县

秦淮区 宜兴市 沛 县

建邺区 梁溪区 睢宁县

鼓楼区 锡山区 新沂市

浦口区 惠山区 邳州市

栖霞区 滨湖区 鼓楼区

雨花台区 新吴区 云龙区

江宁区 贾汪区

六合区 泉山区

溧水区 铜山区

高淳区 开发区

江北新区

常州市

溧阳市

苏州市

常熟市

南通市

海安县

金坛区 张家港市 如东县

天宁区 昆山市 启东市

钟楼区 太仓市 如皋市

新北区 姑苏区 海门市

武进区 虎丘区 崇川区

吴中区 港闸区

相城区 通州区

吴江区 开发区

工业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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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云港市

赣榆区

淮安市

涟水县

盐城市

响水县

东海县 洪泽区 滨海县

灌云县 盱眙县 阜宁县

灌南县 金湖县 射阳县

连云区 清江浦区 建湖县

海州区 淮安区 东台市

开发区 淮阴区 大丰区

开发区 亭湖区

盐都区

扬州市

宝应县

镇江市

丹阳市

泰州市

兴化市

仪征市 句容市 靖江市

高邮市 扬中市 泰兴市

广陵区 丹徒区 海陵区

邗江区 京口区 高港区

江都区 润州区 姜堰区

新 区

宿迁市

沭阳县

泗阳县

泗洪县

宿城区

宿豫区

-19—



抄送:省政府办公厅,省有关部门,市、县 (市 、区)人 民政府。

江苏省教育厅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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⒛ 18年 2月 2日 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