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邛崃市教育局文件  
 

邛教办〔2019〕29 号 

 

邛崃市教育局 

关于做好 2019 年评优推荐工作的通知 
  

教育系统各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我市名优教师队伍建设，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

工作者热爱教育、献身教育，我局决定开展 2019 年评优选拔工

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各类优秀选拔范围、推荐名额及条件 

（一）推荐范围 

各中小学、幼儿园（含职教中心、民办学校、教培中心）在

职教师（校长）。 

（二）推荐名额 



 

 —2— 

邛崃市新时代教育楷模 10 名、邛崃市师德标兵 10 名、邛崃

市学科带头人 10 名、邛崃市优秀干部 10 名、邛崃市优秀教师

60 名、邛崃市优秀青年教师 100 名、邛崃市教坛新秀 20 名（各

类优秀分配名额 见附件 2）。 

（三）推荐选拔条件 

1．基本条件 

（1）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忠诚人民的教育事业，认真

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模范践行“有理想信

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好老师

要求，热爱祖国，热爱教育事业，师德高尚，师德满意率达到

90%，无违反《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新时代

幼儿园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等师德失范、违纪违规负面行为。 

（2）幼儿园推荐人选应具备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其他学校

(单位）推荐人选应具备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含在读教师）。 

（3）同级同类型荣誉称号，原则上三年内不能重复推荐。 

2．具体条件 

（1）邛崃市新时代教育楷模 

A. 连续从事教育教学或教育管理、教育教学研究 6 年以上，

教师需从事班主任或德育管理工作 3 年以上，荣获成都市教育局

及以上表彰或邛崃市十大名师、邛崃市十大年度教师、邛崃市教

育楷模、邛崃市十佳教师、邛崃市学科带头人、邛崃市师德标兵、

邛崃市乡村教师、邛崃市优秀德育工作者荣誉称号。 

B. 业绩突出。发挥自身的辐射带动作用，关心青年教师的



 

 —3— 

专业成长，在本区域起到示范和引领作用。勇于创新，掌握教育

教学的先进理念，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关注教育改革动态，

注重教学研究。教育教学效果显著，得到学生、家长和同行的认

同度高，民意测评满意率达 90%以上。 

C. 在我市教育系统有较大影响，对本学科具有坚实的理论

基础，掌握现代教育技术，有丰富的教育教学经验，有主持和指

导教育教学研究的能力，在教学研究、课程建设中勇于创新并做

出突出成绩。近 5 年来，有两篇以上专业论文在成都市及以上公

开发行、统一编号的学术刊物（含学报）上发表，或者有两篇以

上专业论文在教育教学专业机构开展的论文（教学成果）评比中

获邛崃市一等奖（成都市级二等奖、省级三等奖）及以上奖项，

或者参加邛崃市及以上课题研究担任主研人员。 

（2）邛崃市师德标兵 

A. 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真心关爱学生,行为世范。真诚倾

听学生呼声，建立融洽师生关系，以实际行动为学生指引正确成

长方向，积极增添社会正能量。 

B. 爱岗敬业，乐于奉献，有强烈的主人翁意识和事业心;锐

意改革，勇于创新，积极投身学校改革创新，不断探索新的教学

方式、方法，刻苦钻研业务，不断更新知识结构，掌握并运用现

代教育技能，在教学、科研中成绩显著，受到同行和社会的广泛

赞誉。 

（3）邛崃市学科带头人 

A. 近五年获得过邛崃市教育局及以上的表彰（2016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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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至今）。 

B. 在我市教育系统有较大影响，对本学科具有坚实的理论

基础，掌握现代教育技术，有丰富的教育教学经验，有主持和指

导教育教学研究的能力，在教学研究、课程建设中勇于创新并做

出突出成绩。近 3 年来，有两篇以上专业论文在成都市及以上公

开发行、统一编号的学术刊物（含学报）上发表，或者有两篇及

以上专业论文在教育教学专业机构开展的论文（教学成果）评比

中获邛崃市一等奖（成都市二等奖、省级三等奖）及以上奖项，

或者参加邛崃市及以上课题研究担任主研人员。 

C. 教学效果好，教学成绩突出，在邛崃市区域内对本学科

教学具有辐射和引领作用，近 3 年内在邛崃市区域内举行过一次

以上教学示范课、研究课和专题讲座，或者近 3 年内参加赛课，

获得邛崃市二等奖及以上奖励。 

D. 在教育教学、课程建设工作中勇于创新并作出突出贡献，

在邛崃市范围内有较大影响的，可破格录取。 

（4）邛崃市优秀干部 

A. 担任学校中层、校级干部 3 年及以上。义务段学校是在

2018 年全市学年度办学水平评估优秀、进步显著、良好或进步

学校中产生。 

B. 有强烈责任感、真抓实干、敢于创新，具有有较强的组

织、协调和决策能力，在师生中有一定影响力，具有积极良好的

引领示范作用；学校办学特色鲜明，所负责工作在全市领先或与

往年相比有较大幅度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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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能够经常深入教学一线，参与、指导教师的教学实践活

动，深入课堂听课，深入教研组参加教研活动。近 5 年就相关管

理工作有校级及以上经验交流。近 5 年的教育教学等研究成果

（论文、研究课题、案例分析、活动方案设计、校本教材等）获

邛崃市级及以上奖励；或在市级及以上公开刊物上发表。学校管

理特别优秀者，研究成果项可适当放宽。 

（5）邛崃市优秀教师和邛崃市优秀青年教师 

A. 邛崃市优秀教师年龄 45 周岁以上，即 1974 年 9 月 1 日

前出生；邛崃市优秀青年教师年龄 45 周岁以下，即 1974 年 9 月

1 日（含）后出生，教龄 5 周年及以上。 

B. 教育教学成绩突出，论文在邛崃市级及以上公开发行的

学术刊物（含学报）上发表或获得过邛崃市及以上奖项；或在学

校及以上级别教育教研活动中，上过优质课、研究课、专题讲座；

或为课题主研人员；有支教或在薄弱学校工作经历的优先。 

（6）邛崃市教坛新秀 

A. 年龄 35 周岁以下，即 1984 年 9 月 1 日（含）后出生，

教龄 3 周年及以上。 

B. 勤奋学习，努力专研，具有较扎实的专业基础，教育教

学成绩突出，在本校青年教师中表现突出，在本区域内有一定影

响。承担过校级以上优质课展示、教学研究课或在校级以上优质

课评比中获奖。撰写的论文曾获邛崃市级及以上奖。 

二、推荐选拔程序 

（一）学校推荐 



 

 —6— 

学校专门成立评优领导小组，坚持面向基层和教育一线，采

用组织提名、群众推荐或个人申报等方式，逐级推荐人选（具体

分配名额见附件 2）。经个人申请，述职、民意测评及所在学校

（单位）教职工代表大会或教职工大会审议通过，再由学校党组

织对其政治和师德表现进行把关，最后经学校公示（5 个工作日）

无异议后，上报教育局人事科。 

（二）评审公示 

1. 教育局专门组织专家评审委员会，依据评选细则，对各类

优秀候选对象的评选材料进行量化打分，最终根据个人得分及学

段名额表扬分配表，产生各类优秀人选。 

2. 产生的 10 名邛崃市新时代教育楷模、10 名邛崃市师德标

兵和 10 名邛崃市学科带头人选，由教育局组织专家评审组到所

在学校，让其进行现场说课、答辩，并进行思想政治、教学过程

及业绩综合考察（包括：听课，查备课本，学生作业本，召开师

生座谈会等）后报市教育局。 

3. 产生的各类优秀人选，经局务会讨论通过，并由相关纪律

检查机构（组织）对其党风廉政情况等把关后，进行公示。    

三、材料报送时间及要求 

请各校于 2019年 4月 19日(星期五)前将推荐材料(各类优秀

纸质表格均盖鲜章)报教育局人事科（联系人：李老师 , QQ：

554919887 ,电话：88767177）。务必坚持宁缺毋滥原则，严格按

照规定程序推荐，逾期不报或超名额报送均视为弃权，不再另行

通知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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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邛崃市新时代教育楷模、邛崃市师德标兵、邛崃市学

科带头人和邛崃市优秀干部材料 （一式一份） 

1. 成都市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师德满意率测评汇总表（见

附件 4）； 

2. 教职工民主推荐汇总表（见附件 5）； 

3. 申报表（见附件 3  A4 双面打印）；  

4. 推荐人选 3000 字以内先进事迹材料； 

5. 公示原件（公示模版  见附件 6）； 

6. 支撑材料（获奖材料及证明材料复印件 1 套，需附目录

装订成册，并由申报人学校审核无误后签字并加盖鲜章。证明材

料要确实证明申报人符合申报项目要求的推荐条件、优先推荐条

件） (封面样式  见附件 8)； 

7. 电子档传邮箱。 

（二）邛崃市优秀教师、青年教师、教坛新秀材料    

1. 《邛崃市         申报表》（申报表上所填报的内容，

须由申报人学校审核无误后，签字并加盖鲜章）（见附件 3  一

式 1 份  双面打印）； 

2. 支撑材料（获奖材料及证明材料复印件 1 套，需附目录

装订成册，并由申报人学校审核无误后签字并加盖鲜章。证明材

料要确实证明申报人符合申报项目要求的推荐条件、优先推荐条

件）(封面样式  见附件 8)。 

四、其他事项 

对未严格按照标准条件和规定程序推荐的学校（单位），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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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实后撤销相关人员的评选资格。对在选拔推荐工作中有严重渎

职或者弄虚作假、谋取私利、收受贿赂等违法违纪行为的人员，

按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特此通知。 

  

附件：1. 邛崃市教育局 2019 年各类优秀评选项目及学段表

扬名额分配表 

2. 邛崃市教育局 2019年各类优秀评选推荐名额分配

表 

3. 邛崃市       申报表 

          4. 成都市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师德满意率测评 

表和汇总表 

5. 教职工民主推荐表和汇总表 

6. 公示模版 

7. 支教（任教）情况证明（模版） 

8. 支撑材料封面  

     

                                 邛崃市教育局 

2019 年 3 月 28 日 

 

 

信息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邛崃市教育局办公室                  2019 年 3 月 28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