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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堵结合 长效治理

启 东 市 教 育 局
启东市新闻信息中心

2019 年

——市教育局专项治理校外培训机构工作纪实
建立了由市政府统
筹 协 调 ，教 育 局 牵
头，民政、人社、市场
监管等部门共同负
责，公安、消防、行政
审批、安监、城管等
其他相关部门、各属
地区镇、街道共同参
与的工作联动机制。
11 月 2 日，根据
省、南通市的统一部
署，我市召开了全市
教育领域人民群众
反映强烈突出问题
专项治理工作推进
会，市纪委、市监委、
市委教育工委、市教
育局联合出台了《关
于在全市开展教育
领域人民群众反映
强烈突出问题专项
治理的实施方案》，
进一步明确了专项
治理工作的重点、措
施、步骤等问题。我
市校外培训机构治
理进入集中整治阶
段，这也是最核心、

2018 年，市教育局深入贯彻落实党
的教育方针政策，围绕中小学生课外负
担过重的问题，加强校外培训机构的专
项治理，疏堵结合、集中整治，为中小学
生极力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高度重视 统一部署
2018 年 2 月 13 日，教育部、民政部、
人社部、工商总局联合下发了《关于切实
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
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要求各地切实
解决面向中小学生举办的校外培训机构
存在的突出问题。3 月 12 日和 4 月 10 日，
省、南通市分别制发校外培训机构专项
治理方案，部署相关工作。
4 月 24 日，市政府召集相关部门就
我市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工作进行了
集中会商。5 月 17 日，市政府出台了《启
东市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实施方案》，

新审批学科类机构 4 家。
各司其职 成效显著
截至 2018 年 12 月底，联席会议各
成员单位按照工作方案，各司其职、整体
联动，通过建立联络员制度、巡查核查制
度、部门协作通报制度、工作简报制度等
多种形式，统筹推进治理工作的高效开
展。活动开展以来，共组织 990 多人次、
开展了 99 次集中巡查，排查校外培训机
构 218 家，下发整改通知书 71 张，清理
规范校外培训机构 110 家(学科类 58 家，
非学科类 52 家)；向社会公众及培训机构
发放《致全市校外培训机构的公开信》
5000 余份；调查处理信访举报件 80 多
件；编发专项治理工作简报 6 期。另外，
市教育局还组织全市 76 所中小学校对
6.48 万名在校学生参加校外培训情况进
行普查，摸清中小学生参培底数。作为牵
头部门，市教育局还在市级巡查的基础
上，抽调 12 名工作人员，组建 4 支校外培
训机构专项治理巡查小组，现场督查校
外培训机构 76 家，并对校外培训机构进
行“回头看”，防止死灰复燃。12 月 28 日，
在启东教育信息网、启东教育发布、启东
日报等公众平台公布校外培训机构白名
单 29 家。
通过前期的治理工作，全市上下对
校外培训机构的整治有了充分的了解和
最艰难的阶段。
认识，也摸清了全市校外培训机构的基
11 月 9 日，市政府组织召开校外培
本经营状况，整治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
训机构专项整治工作会议，就集中整治
效，为今后的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工作的
工作进行了部署。11 月 22 日，市委市政、
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在整治工作
府听取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整治情况
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如托管类培训机
专题汇报。12 月 4 日，市政府组织召开校
构资质界定模糊、有照无证培训机构超
外培训机构整治工作专题会议，唐海兵
范围经营取证难、违规违法培训机构纳
副市长听取了教育局整治落实情况工作
入信用平台困难等，需要市教育局在今
汇报以及 4 支市级综合执法组组长的工
后工作中进一步强化部门职能，细化责
作汇报，并对下阶段专项整治工作作了
任分工，分类施策，确保专项治理工作各
重要指示。
项既定任务落到实处。
11 月以来，由教育局、民政局、人社
精准施策 持续推进
局、市管局的分管局长分别担任 4 个综
实施销号管理。继续加大检查，做好
合执法小组的组长，以人民路和江海路 “回头看”以及排查“漏网之鱼”，对存在
交界处划分 4 个区域，重点检查学科类
问题的中小学学科类培训机构，实行点
校外培训机构 58 家，其中证照齐全培训
对点督查，督促其按时整改到位。在媒体
机构 11 家，29 家培训机构被勒令停止经
公布存在问题学科类机构名单，并实行
营，14 家达到整改要求后已恢复经营，
动态管理。问题机构整顿到位后，予以销

号。对未销号且继续经营的机构，进入综
合执法程序。
强化综合联合执法。继续对全市所
有校外培训机构，重点是中小学学科类
培训机构存在的安全隐患、无证无照、超
纲教学等 9 类突出问题的执法检查。参
加综合执法的各职能部门按照各自职
责，依法依规进行现场处理，督促其在规
定时间内完成问题整改。
全面推行信息公开。对集中整治中
通过审批登记的校外培训机构，在政府
网站、报纸等媒体上公布白名单。对未经
批准登记、违法违规举办拒不整改或整
改不到位的校外培训机构，予以严肃查
处并列入黑名单。校外培训机构黑白名
单将实施动态管理，不定期进行更新，相
关信息同步录入“全国校外培训机构管
理服务平台”
。
坚持疏堵结合。校外培训机构的治
理离不开校内的服务保障。
本学期初中学
段已试行弹性离校制度，
学校在集中教学
时间结束后为学生提供延时照顾服务，
所
需经费由市财政全额保障，
此举受到广大
家长及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
初三年级周
六向学生开放教学资源。下学期起，在中
小学阶段全面推行弹性离校制度，
实施课
后延时服务，
为有实际需求的中小学生免
费开放学校教育教学资源，
切实减轻中小
学生过重的课外作业负担。
加强长效管理。结合集中整治过程
中暴露的突出问题，会同相关职能部门
进一步规范、完善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
规章制度，建立前置审批、年检年报、社
区网格化管理、兼职督学制、学科专家
组、失信联合惩戒、归口管理和分派、督
查考核问责等工作机制，切实加强对校
外培训机构的日常监督管理。
规范管理校外培训机构工作,关系
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社会和谐稳定。市
教育局将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定改
革决心，压实责任举措，综合运用多种手
段对违规校外培训机构形成持续高压态
势，严厉整顿校外办学不规范现象，推动
党的教育方针政策落到实处，为中小学
生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市教育局

启东西乡一线牵 教育合作共发展
2018 年 10 月，市继述中学周红梅等
6 位教师响应市委市政府号召，主动请缨
到西乡学习交流。当地学校领导在物质
上、情感上给予支教教师充分的关心照
顾，身在他乡，却有似在故乡的亲切感和
归属感，
感到无比温暖。
近日，市委书记王晓斌等人千里迢
迢来到西乡进行慰问。周红梅等向王晓
斌汇报了在西乡的近况。
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六人
团队在教育局带队同志的引领下，工作
开展得有条不紊。他们先后到了峡口镇
麻柳中心小学、大河九年制学校、隆基中
学、杨河幼儿园、西乡职业高中、西乡二
中等 22 所各级各类学校，还去过堰口的
一个只有 2 名小学生 7 个幼儿园小朋友
的办学点。通过参观校园、座谈交流、推
门听课、查阅资料、访问学生、参与教研

等多种形式的活动，深入了解西乡教育
的情况，为两地今后的进一步合作交流
获取第一手资料。尤其在四中、三中、东
关小学等 10 所学校，他们不仅深入课堂
听课，还认真点评，做到知无不言，言无
不尽，
开诚布公。
何金老师也有步骤地着手帮助四中
和职业高中培养一批信息技术骨干，进
一步提升他们在教学中信息技术的操作
水平，以适应教育信息化智能化不断发
展的时代要求。袁飞天、姜东泉、陈杰等
支教教师还做了系列讲座，把前沿的、可
操作的教育教学理念和方法毫无保留地
分享给西乡教师们。
教学工作之余，他们在当地同志的
带领下，深入大巴山和秦岭地区进行走
访，到达离县城最远的大河镇，登上海拔
2000 多米的高家池村，去过主要以茶业

为经济支柱的罗镇，还到达过骆家坝镇。
通过走访，他们了解了当地百姓生活的
一些基本状况。他们还参观了红军第二
十九军二十五军军部，听了红军长征经
过西乡的故事，感动于中国革命成功背
后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使心灵得到了
洗礼。他们更加明确了此行的意义和职
责，更加懂得珍惜这次机会。
周红梅老师在听了西乡县相关领导
介绍那边的黑木耳产量大、销路窄的情
况后，就通过她的朋友圈来宣传，只用了
几天时间，就为当地销售了 500 多斤干
木耳。她还自掏腰包，购买了 312 只篮球
和 100 只乒乓球供学生们训练，并且后
期的训练用球也全将由她个人提供。她
利用课间操和下午的阳光体育时间帮助
四中训练乒乓球队，希望孩子们能够上
好体育课，健康快乐地成长。

支教老师们从彼此陌生到亲如兄弟
姐妹，是正能量把他们紧密联系在了一
起。他们互帮互助，克服了生活上的不
适；精诚合作，一起树立并维护着启东形
象。在西乡期间，他们得到了启东和西乡
两地领导的关心照顾，相信这段经历将
成为他们每个人最美好的回忆。周红梅
老师说，这是人生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弥足珍贵。
路漫漫其修远，互助之旅还很长，
工作也才刚刚起步。在今后的日子里，
支教教师们将听从组织安排，身在四中
就以四中人的主人翁态度去工作去生
活，积极融入这个集体。在可能的情况
下，他们还会继续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情，不辜负领导的重托，无损启东教育
人的形象。
（市教育局 陆云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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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课题 明思路 探真知
2019 年江苏省教育学会研究课
题开题论证活动在启举行

1 月 8 日上午，2019 年江苏省教育学会研究课题开
题论证活动在启东中学举行。参加活动的有南通市教
育学会、南通市导师团、南通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的领
导，部分兄弟县市的代表，我市教师发展中心及部分学
校教师一同参与。
活动对参加的 6 个课题进行了开题论证。启东中学
徐晓勇、徐龙胜老师的课题《STEAM 教育理念与高中
化学教学融合的实践研究》也参与了本次论证活动。各
课题组主持人依次对课题研究的意义、目标、内容、重
点难点、思路方法、预期成果、可能的创新之处等方面
作了详实的介绍，专家们随后进行了精彩的点评。点评
之后，课题主持人就相关问题和专家们进行了深入的
互动探讨。
本次开题论证活动，在专家们的引领下，进一步明
晰了各课题研究开展的思路，对进一步推动启东市教
育研究课题的发展、进一步推广课题研究范围、提升课
题研究水平都起到了积极的示范和引领作用。
（启东中学 吴建军）

·教育动态·

●2018 年 12 月 28 日，为热烈庆祝改革开放四
十周年暨启东市少年宫建宫三十周年，少年宫举办
“舞，从这里起航——李丽华老师少儿舞蹈教学（初
级）专场汇报演出”
。

●2018 年 12 月底，启东中专董晓老师荣获全
国第六届黄炎培职业教育奖杰出教师奖，并赴北京
参加颁奖大会。

启东市教育局关于公布市校外培训机构白名单的公告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
见》
（国办发〔2018〕80 号）和《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规范校外培
训机构发展的实施意见》
（苏政办发〔2018〕98 号），截止至 12
月 28 日，经过专项治理，我市具有学科类培训资质的校外培
序号

名称

办学地址

联系方式

办学许可证号码

1

启东春晖补习学校

启东市汇龙镇银洲新村 3 号楼

13706286911

13206817XX00011

2

启东市金启南教育培训机构

吕四港镇陈涛路 138 号

13962813115

13206817ZX00221

3

启东菁华教育培训中心

启东市汇龙镇华康大厦 401 室

18912880000

13206817ZX00264

4

启东市阳光教育培训中心

汇龙镇江海北路 118 号 1-3 层

13625222338

13206817ZX00171

训机构 29 家，
现予以公布，
请广大学生家长、市民监督。
监督举报电话：
0513-80923808。
启东市教育局
2018 年 12 月 28 日
16

启东市英才课外教育培训中心有 吕四港镇鹤城苑 55-4、
55-5 号
限公司
一层、二层

13405729203

13206817ZX00369

17

启东市百家教育培训中心

启东市汇龙镇永安广场 15 号 3
楼

18851304617

13206817ZX00251

18

启东市洪恩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
司

启东市新华书店 6 楼

13912220850

13206817ZX00319

19

启东市泽灵课外教育培训中心有 吕四港镇陈涛路 206-220 号一、
13921492028
限公司
二层

13206817ZX00349

20

启东市腾飞课外教育培训中心有 启东市汇龙镇江海北路 1198 号
15162871122
限公司
站务楼四层
启东市滨海工业园区北海路
启东市泽学课外教育培训中心有 95-23 号二层、
95-24 号二层、
限公司
95-25 号一层和二层、95-26 号 18051336888
一层和二层

13206817ZX00359

5

启东金思源少儿英语培训中心

汇龙镇民乐路 579 号三楼

13951338885

13206817ZX00262

6

启东市金笔教育培训中心

汇龙镇江海中路 544 号

13862875370

13206817ZX00161

7

启东市皇普教育施教中心

启东市环球大厦 1201、1202 室

18862818832

13206817ZX00091

8

启东市马承英语培训中心

启东市汇龙镇公园中路 545 号

18351337888

13206817ZX00141

22

启东市爱学派课外教育培训中心
启东市汇龙镇和平中路 570 号
有限公司

15262815278

13206817ZX00429

9

启东启航教育培训中心

启东市汇龙镇大洪村（凯旋路
258 号）2 号综合楼 1-2 层

13773885108

13206817ZX00263

23

启东市好教课外教育培训中心有
限公司

13906283131

13206817ZX00439

启东市上成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启东市银洲国际金融中心 5 号
楼 606、607、608 室

15862851818

13206817ZX00339

24

启东市晨光课外教育培训中心有 启东市汇龙镇豪门广场附楼二
限公司
层 A 区、C 区

13901466606

13206817ZX00449

11

启东市致珺课外教育培训中心有 启东市汇龙镇汇龙村（建设中路
17751303300
限公司
334 号二楼）

13206817ZX00379

25

启东市学恩课外教育培训中心有 启东市长江东路 177-22、23、
24
限公司
号

18862835398

13206817ZX00459

12

启东市博明课外教育培训中心有 启东市汇龙镇民乐路 211-215
限公司
号二、三层

18962813331

13206817ZX00399

26

启东市科迪课外教育培训中心有 启东市汇龙镇人民中路 773-3
限公司
号

13228822880

13206817ZX00469

18651310168

13206817ZX00419

27

启东市文豪课外教育培训中心有
启东市汇龙镇江海中路 603 号
限公司

15851226372

13206817ZX00479

13773885828

13206817ZX00409

28

启东市优木课外教育培训中心有 启东市吕四港镇环城南路 278
限公司
号二层、280 号、282 号

13861967272

13206817ZX00489

29

启东市清大课外教育培训中心有 启东市汇龙镇民乐中路 779 号
限公司
208、209、
210

15050617366

13206817ZX00499

10

13
14
15

启东市巨能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 启东市汇龙镇建设中路 620 号
司
204
启东市晨成课外培训中心有限公 启东市吕四港镇环城南路 276
号一层和二层、274 号二层、272
司
号二层、270 号 2 层、268 号二层
启东市金童课外教育培训中心有 启东市汇龙镇紫薇中路 505 号
限公司
综合楼二层、三层

13862875370

13206817ZX00329

21

启东市人民中路 773-2 号

●为喜迎 2019 年，启东中专、汇龙小学等校开
展形式多样的
“庆元旦 迎新年”主题活动。

13206817ZX00389

●1 月初，为培养学生的英语课外阅读兴趣，
提升学生的英语学科核心素养，我市各校组织开
展了
“英语文化节”系列活动。

在 职 教 师 有 偿 补 课 举 报 邮 箱 ：qdjyddxc@
163.com；举报电话：
80923701，80923702。
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整治举报邮箱：
qd809238
08@163.com；举报电话：
809238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