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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铜陵市教育局委员会文件
铜教党〔2018〕41 号

关于印发《中小学教师师德师风建设提高年活

动工作方案》的通知

县区教（体）育局党（工）委，局属各党委、总支、支部：

现将《中小学教师师德师风建设提高年活动工作方案》印发

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2018 年 6 月 19 日



中小学教师师德师风建设提高年活动

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

建设改革的意见》，根据中共安徽省委教育工委、安徽省教育厅

关于印发《开展中小学教师师德师风建设提高年活动实施方案》

的通知（皖教工委〔2018〕30 号）精神，决定在全市开展“中

小学教师师德师风建设提高年”活动，现制定工作方案如下。

一、指导思想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

十九大精神，认真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

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以“立德树人、敬业爱生”为核心，

以“教书育人、规范从教”为重点，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引导教

师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广大教师敬业修德、奉献

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倡导全社会尊师重教，努力打造一支党

和人民满意的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

二、工作目标

全面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创新师德教育，完善师德规范，健

全师德建设长效机制，引导广大教师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

施教、以德育德，坚持教书与育人相统一、言传与身教相统一、

潜心问道与关注社会相统一、学术自由与学术规范相统一，争做

“四有”好教师，全心全意做学生锤炼品格、学习知识、创新思

维、奉献祖国的引路人。



三、时间安排

“师德师风建设提高年”活动贯穿 2018 年全年，具体安排

详见《2018 年铜陵市师德师风建设年活动施工图》（附件 1）。

四、主要任务

（一）强化师德教育，提升思想政治素质和师德涵养

一是提高思想政治素质。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用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坚定广大教师理想

信念，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总开关”问题。推进“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引导党员教师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

看齐意识，自觉爱党护党为党，敬业修德，奉献社会，争做“四

有”好教师的示范标杆。

二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选优配强党组织书记，实施党组

织书记“双带头人”培育工程，开展基层党组织书记集中培训工

作。创新教师思想政治工作方式方法，开辟思想政治教育新阵地，

利用思想政治教育新载体，强化教师社会实践参与，推动教师充

分了解党情、国情、社情、民情，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和

实效性，着眼青年教师群体特点，有针对性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三是多层次开展师德教育。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突出

全员全方位全过程师德养成，把教师职业理想、职业道德教育融

入培养、培训和管理全过程。将每学年开学第一周确定为“扬师

德、铸师魂”师德主题教育周，对所有在职教师集中进行师德师

风专题教育。坚持把师德教育作为教师各类培训内容的第一模



块，纳入“国培计划”、“省级培训”和“全员培训”中，记入教

师培训学时。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加强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引导教师树立正

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开展法律法规专题

培训，增强广大教师法治观念，提升依法治教、依法治校能力。

组织教师法律和安全知识考试，考试成绩计入师德考核。

（二）加强制度建设，严明规范要求

一是建立教师负面清单制度。制定《铜陵市中小学教师师

德考核负面清单》，建立教师行为规范，界定师德红线，对存在

“负面清单”所列内容的视情节予以严肃处理。

二是建立教师信用体系。落实省教育厅《关于开展中小学

教师个人信用建设工作的指导意见》，建立教师队伍诚信管理机

制和教师个人信用制度。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建立教师个人信

用档案，重点记载教师教育教学工作失信行为和教研科研学术不

端行为。

三是完善教师考核办法。贯彻落实《安徽省中职中小学教

师职业道德考核办法（试行）》，坚持客观公正、公平、公开原则，

健全教师个人、学生、家长、学校多方测评机制，突出教育教学

实绩和师德要求，扭转中小学单纯以升学率和学生考试成绩评价

教师的倾向。

（三）聚焦师德热点，持续开展专项整治



一是强化日常管理。各中小学要加强对在职教师从教行为的

日常管理。在职中小学教师均须签订师德承诺书，并作为个人信

用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

二是持续开展专项整治。围绕群众关切的乱招生、乱办班、

乱补课、乱收费、乱发教辅资料等问题，对在职中小学校教师有

偿补课、有偿招生、私设“小饭桌”、乱发教辅资料、违规收受

礼品礼金和体罚、变相体罚学生等问题持续开展专项整治，坚决

查处中小学教师课上不讲课后到校外培训机构讲，并诱导或逼迫

学生参加校外培训机构培训等行为。

三是坚持从严惩戒处理。一经查实在职中小学教师存在有

偿补课等违反师德行为，要严格按照《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

行规定》《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等有关规定，

严肃处理，绝不姑息。党员教师违反师德的，还要按照《中国共

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给予党纪处分。

（四）严格师德考核，强化学校管理监督的主体责任

一是严格师德考核。把师德考核摆在教师考核的首位，将师

德考核结果纳入教师个人师德档案、教师绩效考核、事业单位工

作人员年度考核和诚信体系记载当中，并作为教师资格定期注

册、职称评聘和评先评优的重要依据，实行师德问题“一票否决”。

对师德考核优秀的，在职务评审、岗位聘用、评先评优时，同等

条件下优先考虑，让师德高尚的好老师得到褒奖。

二是强化多方监督。发挥学校师德建设的主体作用，构建学

校、教师、学生、家长和社会广泛参与的“五位一体”师德监督



体系，推进综合治理。公布监督举报电话和邮箱，鼓励师生、家

长实名举报，主动接受社会、新闻媒体等监督。

三是建立师德述职制度。结合年度考核，各中小学校主要

负责人按照学校隶属关系，向教育主管部门进行师德专项述职；

各县（区）教育部门主要负责人向市教育局进行师德专项述职。

四是强化考核应用。将活动开展情况、专项整治成效与单位

和个人评先评优结果挂钩,强化考核结果应用。

（五）加强师德宣传，厚植尊师重教文化

一是注重正面引导。开展“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做党和人

民满意的好老师”征文活动，讲好师德故事。开展“四名”工程

评选工作，发掘师德典型，让先进典型引领师德风尚。做好“全

国教书育人楷模”、“全国优秀教师”、“江淮名师”、“安徽最美教

师”等推荐评选工作，充分展现当代教师的精神风貌，弘扬正能

量，营造崇德向善、见贤思齐、德行天下的浓厚氛围。

二是加强舆论导向。利用教师节等重大节庆日的契机，联合

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多种媒体，集中宣传优秀教师先进事

迹，大力宣传教师的地位和作用，让全社会广泛了解教师工作的

重要性和特殊性。建立师德失范曝光平台和定期通报制度，营造

风清气正教育行风。针对师德建设中出现的热点、难点问题，要

及时应对并加以引导，努力倡导全社会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

三是维护教师权益。突出教师主体地位，落实教师知情权、

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优化教师成长环境，关心教师身心健

康，克服职业倦怠，激发工作热情。



五、工作要求

（一）完善工作机制。成立我市师德师风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组织人事科，主要职责是负责全市师德师风

建设统筹谋划工作，建立完善师德师风相关制度及工作机制，督

促指导各县（区）和直属学校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各县（区）教

育主管部门和直属学校也要成立师德师风建设工作组织机构。按

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属地管理原则，建立师德师风包保责任

制，建立师德监督落实、责任追究、联合执法检查等相关制度。

建立定期、公开通报制度，对活动开展情况，以及各县（区）、

各校信访件和投诉平台的办理情况进行定期通报；对要求不严、

查而不实、处理不力的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进行公开通报。规范

建立工作台账，将工作部署、活动开展、信访件办理、处理结果

等情况建立过程性档案，并作为年度督导考核的重要依据。

(二）明确主体责任。各县（区）教育主管部门负责对本辖

区师德建设工作的指导和监管，主要负责人是师德建设工作第一

责任人，有关职责要落实到具体的职能机构和人员。中小学校是

师德建设的责任主体，校长是师德建设的第一责任人。学校基层

党组织、广大党员教师要充分发挥政治核心和先锋模范作用，学

校教代会和群团组织要紧密配合，形成推进学校师德建设的合

力。

（三）坚持问题导向。结合巡视、专项治理和群众反映强烈

的问题，列出治理清单，进行重点排查，并畅通举报渠道，设立

举报电话、举报信箱，自觉接受各方面监督，做到全面排查彻底、



不留死角，坚决防止雨过地皮湿、搞形式主义。

（四）强化督导考核。将开展师德师风建设年活动作为年度

综合考核的重要内容，纳入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年度教育督导考

核之中，视情加分或减分，即“提高年活动”抓出特色、成效明

显的加分；工作开展不力，有问题没有发现、发现问题没有纠正

或上级直接查处的减分。发挥中小学挂牌督学作用，加强日常监

管，推进师德师风建设常态化、制度化。

附件：1.2018 年铜陵市师德师风建设年活动施工图

2.全市师德师风建设提升年活动领导小组、工作机构

名单



附件 1

2018 年铜陵市师德师风建设年活动施工图

序号 目标任务 工作措施 具体步骤 完成时间
牵头

领导

配合

领导
责任科室

（一）

强化师德教

育，提升教

职工思想政

治素质和师

德涵养

1.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十九大精神集中轮训

①4月-5 月制定集中轮训计划；

②6月 10 前完成集中轮训 ；

③5月 20 日-6 月 15 日组织学习宣讲报告团赴各校宣讲；

6 月底前 程克勤
组织人事科

宣传教育科

2.开展“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

根据省、市委统一部署，在抓好“规定动作”的同时，精心

设计“自选动作”，确保主题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按

照时间节点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①印发《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实施方

案》；②召开党员领导干部动员大会；③深入开展调查研究，

听取干部群众意见； ④组织实施，召开相应专题生活会；⑤

制定整改方案和整改措施，完善落实相关政策。

12 月前 汪慧珍
组织人事科

宣传教育科

3.组织实施党支部书记

“双带头人”培育工程

①7月组织各级教师党组织书记集中培训；

②12 月前组织应换届党组织按照规定组织换届，按照选优配

强的要求，严格选任党组织书记。

12 月前 程克勤
组织人事科

宣传教育科

4.开展“扬师德、铸师

魂”师德主题教育周活

动

①8月初印发市级指导方案；

②8月中下旬各县区和市直学校制定本级实施方案；

③开学后第一周组织开展师德教育周活动，所有在职教职工

集中进行师德师风专项教育。一并开展法律法规培训，提升

法治观念。

9月 10 日前 程克勤 管清华

组织人事科

宣传教育科

政策法规科

5.组织新任教师岗前培

训师德教育专题班

①8月制定培训计划；②9月之前开展新任教师岗前培训，并

开设师德教育专项培训。
10 月前 汪慧珍 程克勤

教师发展中心

组织人事科



序号 目标任务 工作措施 具体步骤 完成时间
牵头

领导

配合

领导
责任科室

（二）

加强制度建

设，严明规

范要求

1.建立教师负面清单制

度

①6月面向全市各部门、“两代表一委员”、广大市民等征集

教师负面清单；

②7月印发《铜陵市中小学教师师德考核负面清单》的通知，

并通过各类途径进行宣传；

③8月印制“铜陵市中小学教师师德考核负面清单”宣传单分

发到全市各级各类学校，做到人人知晓、人人熟悉。

8月前 程克勤
组织人事科

宣传教育科

2.建立教师信用体系
①转发省厅《关于开展中小学教师个人信用建设工作的指导

意见》； ②在全系统开展学习宣传工作。
12 月前 程克勤

组织人事科

宣传教育科

3.建立严禁中小学教师

从事有偿补课制度

①5月拟定《关于严禁在职中小学教师从事有偿补课的规定

（试行）》

②6月初征求各部门意见建议；

③6月中下旬印发《关于严禁在职中小学教师从事有偿补课的

规定（试行）》并做好政策宣传解读工作。

长期 程克勤
组织人事科

宣传教育科

4.落实中小学教师职业

道德考核办法

①转发省厅修订完善后的《安徽省中职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

考核办法（试行）》；

②做好政策宣传，并严格落实考核办法

12 月前 程克勤
组织人事科

宣传教育科

5.做好制度汇编，推进

政策落实

①8月印制铜陵市师德师风建设提升年材料汇编；

②“扬师德、铸师魂”师德主题教育周前完成发放任务。
9月前 程克勤

组织人事科

宣传教育科

（三）
聚焦师德热

点，持续开

展专项整治

1.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

项治理行动

①5月印发《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

构专项治理方案》； ②5 月召开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

专项治理行动新闻发布会；③6-8 月建立由教育、民政、人社、

工商（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参与的工作机制，开展拉网

式排查，摸清底数； ④12 月前各部门协同开展集中整治，全

面纠正不良办学行为，并建立公告制度；

⑤年前开展专项督查，巩固治理成效

12 月前 管清华
职业和成人

教育科

2.继续加强有偿补课专

项治理

①即时组织治理有偿补课监督员分组包片深入开展巡查；

②即时编发有偿补课《案例通报》； ③7-8 月组织开展暑期

“阳光家教”和“党团员教育服务进社区”活动； ④9月组

织全体在职教职工签订《师德承诺书》；

12 月前 程克勤 吴齐玲

组织人事科

宣传教育科

团委

市教督委办



序号 目标任务 工作措施 具体步骤 完成时间
牵头

领导

配合

领导
责任科室

（四）

加强师德宣

传，厚植尊

师重教文化

1.开展“四名”工程评

选工作

①4月底拟定《铜陵市“名教师、名班主任、名校长、名学校”

培育工程实施意见》（初稿）；

②5月征集组织、编办、人社、财政、县区教育主管部门及学

校意见，完善工作方案；

③6月“四名工程”方案提交市政府相关会议研究；

④6 月印发《铜陵市“名教师、名班主任、名校长、名学校”

培育工程实施意见》；

⑤7-8 月开展“四名工程”首批申报评选活动；

⑥8 月底前对全市申报的首批“四名工程”入选对象进行审核

并报领导小组审定；

⑦9 月上旬召开全市首批“四名工程”对象命名表彰会议；

⑧12 月前联合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众多媒体，集中宣

传。

12 月前 程克勤

管清华

周桂芝

汪慧珍

王立群

机关总支

教师发展中心

组织人事科

计财科

教科所

2.启动教育家培养工作
①5月拟定暑期培训方案；

②7月组织首批 30 名校长赴北京、上海参加集中培训。
9月前 汪慧珍 教师发展中心

3.开展“我身边的好老

师”先进事迹系列宣传

活动

①印发文件，各县区、市直学校推荐“我身边的好老师”先

进典型

②开设专栏，大力宣传广大教师在教育一线默默耕耘、忠于

职守、乐于奉献的优秀品质和先进事迹。

12 月前 程克勤 宣传教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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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全市师德师风建设提升年活动领导小组、

工作机构名单

一、领导小组名单

组 长：谷 越 市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

副组长：程克勤 市教育局党委副书记

张 梁 市纪委监委派驻市教育局纪检监察组组

长 市教育局党委委员

郑 国 市教育工会主席、市教育局党委委员

管清华 市教育局副局长、市教育局党委委员

徐 磊 市教育局副局长、市教育局党委委员

周桂芝 市教育局副局长

吴齐玲 市教督委办主任、市教育局党委委员

汪慧珍 市教育局调研员

成 员：王立群 市教育局副调研员、机关总支书记

王 红 市教育局副调研员

徐松成 市教育局办公室主任

左 建 市教育局组织人事科科长

殷义猛 市教育局宣传教育科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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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昌文 市教育局财务和基建维修科科长

吴文彬 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科长

宋 伟 市教育局职业和成人教育科科长

丁卫东 市教育局政策法规科科长

刘从斌 市教育局安全管理科科长

徐琼华 市教育局体育卫生艺术教育科科长

方 磊 市教督委办副主任

马 俊 市教育局团委副书记

焦能全 市教育招生考试院副院长（主持工作）

毛海名 市教育信息技术中心主任

刘 勋 市教育局电教馆馆长

赵 俊 市学生事务发展中心主任

汪大勇 市教育科学研究所副所长

周正兴 市教育局基建办主任

张红卫 市教育局民生办主任

杨 维 市教师发展中心工作人员

二、工作机构名单

（一）综合指导组

组 长：程克勤

副组长：左 建

综合指导组办公室设在组织人事科，主要职责是：谋划师德

师风工作，总结师德师风重点工作，解决师德师风建设存在的突



— 14 —

出问题，及时向局党委报告师德师风建设开展情况。

（二）巡回督查组

组 长：吴齐玲

副组长：方 磊

巡回督查组办公室设在市教督委办，主要职责是：开展明察

暗访，巡回督查各县（区）教育主管部门、各市直学校师德师风

建设取得的成绩、存在的问题以及下一步工作建议。

（三）宣传教育组

组 长：程克勤

副组长：殷义猛

宣传教育组办公室设在宣传教育科，主要职责是：对教职工

进行道德风尚教育，搜集相关新闻媒体信息，编写工作简报，及

时向媒体提供新闻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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