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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市教育和体育局 

关于做好2016 年下半年教师培训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科学城教体局，园区社发局，有关市级培训机构，

市直属学校（单位）： 

根据我局教师培训 2016 年工作安排，现就下半年教师培训

工作安排如下，请认真做好组织实施工作。 

一、培训项目 

（一）国培计划 

1.做好 2015—2016 国培项目县（三台、盐亭、梓潼、平武）

后期培训和总结工作； 

2.北川、平武做好 2016—2017 项目县准备工作； 

3.做好短期集中培训选派工作。 

（二）市级培训 

1.第二批市级骨干教师培训，由市中小学教师培训中心承

办，具体安排见附件； 



2.农村幼儿教师培训，由绵阳市机关幼儿园（对口平武、

三台）、绵阳市花园实验幼儿园（对口盐亭、江油）、涪城区实

验幼儿园（对口涪城、安州、北川）、游仙区开元实验幼儿园（对

口游仙、梓潼）承办，具体安排见附件； 

3.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培训，由电教馆承办，

抓好 2015 年度不合格教师学员的跟踪落实工作，完成 2016 年

度工作任务，开展 2016 年度能力提升种子教师和校长信息化领

导力集中培训工作，做好 2017 年度工程项目准备工作。 

二、工作要求 

一是加强组织管理，进一步完善市县教育行政部门、培训

机构、中小学（幼儿园）四线管理模式，各县市区教体局、培

训机构、相关学校（幼儿园）要确定专人负责有关培训工作，

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二是承办培训机构要制订好培训方案，培训内容、培训模

式要满足一线教师的实际需求，确保培训的实效性。同时，组

建好培训专家团队，既要有高校专家，又要有一线名优教师、

管理者，切实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三是按规定管好、用好培训专项经费，确保专项资金使用

安全； 

四是强化培训安全意识，要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培训期间

专家和参训教师的人身、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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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事项 

参加国培计划学员的相关费用按国培计划相关要求执行；参

加市级培训学员的培训费由市财政支付，差旅费回原单位报销。 

 

附件：1.第二批市级骨干教师培训安排 

2.农村幼儿教师培训安排 

 

 

 

绵阳市教育和体育局 

2016 年 10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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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章单位：绵阳市教育体育局
盖章时间：2016-10-8 10:11:00



附件 1： 

绵阳市第二批市级骨干教师 2016 年下期培训安排 

 

一、网络研修与跟进培训 

参加人员：学科团队辅导教师、第二批市级骨干教师全体

人员。 

要求：在学科专家团队的指导下，继续开展网络研修与以

送教、听课、评课、专题研修、示范课打磨、学术文章撰写等

形式的全年跟进培训。 

二、集中培训 

培训对象：高中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生物、

历史、地理、政治等学科市级骨干教师（高中音体美及信息技

术、心理健康教师不参加该次集中培训）。 

培训安排：报到地点：绵阳市中小学教师培训中心（绵阳

广播电视大学御营校区）。乘车路线：绵阳市中小学教师培训中

心（绵阳广播电视大学），长虹大道南段 71 号，乘坐 5 路、19

路、603 路、807 路等公交车代家湾站下车即到。 

学科 报到时间 培训时间 班主任 

政治 10 月 13 日下午 2:30-5:30 10 月 14-15 日 赵悦静 13778039900 

化学 11 月 24 日下午 2:30-5:30 11 月 25-26 日 李之金 13890191625 

历史 11 月 2 日下午 2:30-5:30 11 月 3-4 日 赵悦静 13778039900 

英语 11 月 9 日下午 2:30-5:30 11 月 10-11 日 李之金 13890191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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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 11 月 16 日下午 2:30-5:30 11 月 17-18 日 张迅菠 15681139615 

数学 11 月 21 日下午 2:30-5:30 11 月 22-23 日 赵悦静 13778039900 

物理 11 月 23 日下午 2:30-5:30 11 月 24-25 日 李之金 13890191625 

语文 11 月 23 日下午 2:30-5:30 11 月 24-25 日 张迅菠 15681139615 

地理 11 月 30 日下午 2:30-5:30 12 月 1-2 日 张迅菠 15681139615 

三、有关事项 

（一）培训费、资料费等由市财政统一支付，参训学员的

住宿费、生活补助和往返交通费等回单位按有关规定报销。 

（二）第二批市级骨干教师实行动态管理，人数只减不增。

请各县市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有关直属学校（单位）务必高

度重视，按要求通知相关人员参培。 

（三）集中培训期间，请各县市区确定一名组织能力强、

有责任心的学员担任领队。 

（四）参训学员要严格遵守《绵阳市骨干教师培训考核细

则》的相关要求，按时参训，不得无故缺席，凡缺席一次培训，

将取消骨干教师资格。报到时请带上第二代身份证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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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绵阳市 2016 年幼儿教师市级培训安排 

 

一、培训对象 

农村幼儿园教师、管理干部。 

二、培训项目及方式 

（一）培训者培训 

承担培训任务的四所幼儿园每园 4 名，市教科所幼教教研

员 1 名，各县市区幼教专干、教研机构幼教教研员各 1 名，到

学前教育发达地区参观考察，学习借鉴培训经验、管理理念、

办园和教育教学思路。时间 7天。 

（二）专题报告 

邀请专家做专业引领，围绕“师德修炼、理念落地、保教

管理、教学教研”等，开展专题讲座，开拓专业视野，优化知

识结构。时间 1天，各县市区各派 50 人参加。 

（三）跟岗研修 

分 3批进行，每批由各县市区选送 15 名幼儿教师，到对口

幼儿园进行为期 3 天的跟岗，学习各年龄段一日活动的组织与

实施、园本教研开展、环境创设等。 

（四）送教下县 

四所幼儿园分别到对口区县送教 2 次，参加人员根据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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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而定。 

三、有关事项 

（一）培训时间、地点由培训机构通知，培训机构联系人：

绵阳市机关幼儿园（南河路 9号），成敏 13778058555，绵阳市

花园实验幼儿园（花园南街 31 号），何芳  13881117866，涪城

区实验幼儿园（涪城区一环路南段 244 号），刘蔷 18193002358，

游仙区开元实验幼儿园（游仙区东兴路 6 号），周冬梅

18981194543。 

各县市区联系人： 

县市区 岗位 姓名 电话 

专干 张瑛 13398367703 

教研员 江涛 13330901087 涪城区 

教研员 贺俊 15280960976 

股长 周建民 18990174881 
安县 

教研员 刘松梅 13990174827 

股长 代晓静 13730702333 
江油 

教研员 邓丽辉 13990113381 

股长 陈丽蓉 18190001800 

梓潼 
教研员 

杨明芳 

 
13508114305 

专干 
严汉琼 

 
13981189620 

平武 

教研员 何 波 13981194354 

专干 唐永华 13981180507 
北川 

教研员 殷萍 13778010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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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长 唐文秀 18608156313 
三台 

教研员 兰容 13980148600 

股长 肖大胜 13981177442 
盐亭 

教研员 杨惠萍 13696286866 

专干 刘红霞 18011618067 
游仙 

教研员 黄亚 13730709111 

   （二）管理与考核 

1.在市教体局领导下，由四所幼儿园负责组织协调、业务

管理并具体实施培训。 

    2.参培教师经考核合格后，由市教育和体育局颁发培训证

书。培训结束后，须在一个月内，在本园或本地完成二级培训

并提交相关资料，经审查合格后，统一登记学时。 

3.出勤要求：培训期间按时参加学习，不准无故迟到、早

退、旷课，凡请假须向幼儿园培训部班主任递交书面请假条，

请假一天及以上者向所属县（区）教育局递交书面请假条，并

由市教体局批准。无故旷课、迟到及早退者将取消其当次培训

资格，并予以通报批评。 

4.纪律要求：培训期间严格遵守幼儿园各项规章制度，服

从幼儿园管理。严禁随意出入园区，跟班学习期间服从带班教

师管理，不串班、不闲聊、不上网、不接打电话。集中培训时，

提前 10 分钟进入指定会场。对违纪严重者将取消其培训资格，

并予以通报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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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学习要求：认真参加各项培训活动，做好学习笔记，按

时完成心得体会。凡未完成培训任务者视为培训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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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市教育和体育局办公室               2016 年 10 月 8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