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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川 省 教 育 厅 
 

川教函〔2020〕375 号 

 

四川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四川省凉山州 

未摘帽县片区学校“一对一”精准帮扶提升工程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市（州）教育行政部门、相关高等学校：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脱贫攻坚决策部署，坚决打赢凉

山州 7个未摘帽县教育脱贫攻坚战，提升教师素质，提高教育质

量，决定实施凉山州未摘帽县片区学校“一对一”精准帮扶提升

工程，现将《四川省凉山州未摘帽县片区学校“一对一”精准帮

扶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印发你们，请贯彻执行。 

 

 

                                   四川省教育厅 

2020 年 7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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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凉山州未摘帽县片区学校 

“一对一”精准帮扶提升工程实施方案 
 

为助力全面打赢教育脱贫攻坚战，从根本上阻断贫困代际传

递，我省 2020 年“国培计划”中西部项目决定实施凉山州 7 个

未摘帽县“一对一”片区学校精准帮扶提升工程，结合 7 个未摘

帽县义务教育学校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决策部署，发挥省

内师范院校和省级教科研机构资源优势，聚焦凉山州 7 个未摘帽

县教育脱贫攻坚，全面分析结对帮扶片区学校面临的新形势、新

任务，按照“半年见效，一年达标，两年固本”的总体工作思路，

帮扶指导 7个未摘帽县及片区学校发展规划研制、研训机构建设

和落实学校文化建设、教师专业发展、课程与教学改革、教育质

量提升与学生综合素质提高等工作，重点打造民族地区教师发展

示范片区，助推我省全面打赢教育脱贫攻坚战。 

二、目标任务 

2020-2021 年，整合教育部全国中小学教师校长培训专家工

作组专家团队（简称教育部专家团队），省内师范院校和省级教

科研机构（简称省级承训机构）及部分优质中小学资源，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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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N”对“1+1+N”的帮扶机制，即由一个教育部专家团队、

一个省级承训机构、N 个优质中小学，具体对接一个未摘帽县的

一个研训机构（含教研室、进修校、电教馆等，下同）和所有义

务段学校（重点是片区内所有学校，见附件 2），实施为期 2 年

的“一对一”精准帮扶提升工程，着力提升未摘帽县乡村学校办

学水平和育人质量，打造深贫县教师发展示范区。 

重点完成县域层面“五个一”帮扶任务：研制一份县级教师

发展“十四五”规划，搭建一个具有丰富民族特色的课堂教学资

源共享平台，建设一个研训一体的县级教师发展机构，培育一支

带不走的校长教师培训团队，造就一批“五洗五会”好习惯的学

生。学校层面“五个一”帮扶任务：编制一个“一校一策”的学校发

展规划（含片区所辖中心校发展规划），打造一个具有民族地域

特色的学校文化，编制一套学校管理制度，建立一套同步主题研

训的校本研修制度，凝练一份同课异构的课堂教学案例成果。 

三、帮扶措施 

（一）指导研制规划，强化校园文化建设 

指导 7个未摘帽县立足县情实际，做好“十四五”教育发展

规划，重点强化教师队伍建设规划。未摘帽县级研训机构在省级

承训机构指导下，率先组织被帮扶的片区学校参照《义务教育学

校管理标准（试行）》进行自我诊断，教育部专家团队进校后进

行实测和修正，全面深入诊断片区内学校发展现状，精准研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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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指导制定学校发展三年规划和具体行动

方案。重点聚焦学校办学理念、校园文化，指导凝练提升具有民

族和地域特色的校训、校歌、校徽等，推进校园净化、绿化、美

化，促进民族地区良好的校风、教风、学风建设，营造育人氛围。 

（二）优化学校管理，营造外部育人环境 

指导片区内学校建立和完善学校人事、财务、资产、校务会

议、突发事件处理等学校管理制度，提高规范管理水平，形成学

校领导班子凝聚力，优化学校内部管理体系，规范学校制度;探

索学区制管理模式，优化学区教育资源配置;发挥学校作为乡镇

文化高地作用，引导民族地区家长转变落后观念，建立健全家校

合作育人机制，积极推进民族地区学生“洗脸、洗手、洗头、洗

衣、洗澡”等“五洗”习惯养成，指导学生“会预习、会阅读、

会作业、会思考、会复习”等良好学习习惯，形成学校、家长、

社区资源共享，协同育人的良性运行机制。 

（三）引领专业发展，推进教育教学改革 

建立健全未摘帽县教研训一体化的教师培训机制，提升县级

研训机构指导教育教学的能力和水平，促进教研室、电教馆、进

修校等实质性或功能性整合，培育一支专业的带不走的县级培训

团队，指导带动县域内所有学校发展，增强自身造血功能；指导

学校制定教师专业发展计划，加强学校研修团队建设，支持和加

强片区研修及校本研修的指导。参照《“一对一”片区学校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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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扶项目实施指南》开展系列专题培训活动，强化民族团结教育

和师德养成，指导教师个人根据自身发展特点制定专业发展计

划，主动开展自主研修，深化对比反思和实践，全面提升教育教

学水平。 

（四）提升校长办学治校能力，指导学校课程建设 

加大校长培训力度，采用送培进校、外出跟岗等方式更新校

长教育教学思想，提升校长办学治校能力，指导学校开齐开足开

好国家课程，推动国家课程的校本化实施，积极开发凉山州地域

课程和校本课程，丰富课程资源，指导学校积极探索促进学生全

面发展，构建“五育融合”的学校课程体系，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五）提升教育信息化水平, 搭建教学资源共享平台 

指导学校按照《全国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

2.0 整校推进实施指南》要求，积极探索以校为本、基于课堂、

应用驱动、注重创新、精准测评的教师信息素养发展新机制，提

高教师应用信息技术进行学情分析、教学设计、学法指导和学业

评价等能力。充分发挥优质中小学课堂资源优质，采取同步主题

研训和同课异构教学实践探索，通过同步在线和异步在线等方

式，结合片区学校实际，精准推送以课堂教学为主的教学资源，

支持学校开展“双师”教学模式改革，促进“三个课堂”落地生效。 

四、实施步骤 

（一）项目启动。省教育厅和教育部专家团队组织 7 个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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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训机构、7 个未摘帽县教育行政部门及 7 个县区研训机构、7

个片区学校校长召开“一对一”片区学校精准帮扶提升工程启动

会，落实责任分工，研究工作计划和项目重难点任务。 

（二）项目推进（2020 年 12月前）。教育部专家团队、7个

省级承训机构和遴选的优质中小学校长、教师一道深入对口未摘

帽县和重点帮扶的片区各学校开展全面诊断、精准研判需求、研

制帮扶实施方案和常态化系列帮扶活动，重点打造未摘帽县教师

专业发展示范区，提升教育教学质量。 

（三）总结评估（2022 年 3月前）。省教育厅和教育部专家

团队开展“一对一”精准帮扶项目绩效评估活动，全面总结、凝

练提升“一对一”精准帮扶模式特色亮点经验和典型案例，积极

宣传教育扶贫成效，推动扶贫经验成果的推广应用。 

五、工作保障 

（一）加强统筹协调。成立以教育厅分管厅长为组长，教育

厅人事教师处处长和各省级承训机构单位、凉山州教体局负责人

为副组长，承训机构具体实施部门负责人及优质中小学校长、未

摘帽县教育行政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一对一”精准帮扶提升工

程领导小组，统筹协调 “一对一”精准帮扶提升工程重要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省教师培训项目办公室(省教科院），由省教师培

训项目办负责人兼任办公室主任，负责工程实施的日常工作。  

（二）明确责任分工。各省级承训机构牵头实施“一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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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帮扶工程项目，组建帮扶专家团队，研制帮扶实施方案，推

进实施系列帮扶措施。优质中小学要与被帮扶片区学校紧密合

作，建立“一对一”“手拉手”“师对师”友好帮扶关系，扎实推

进同步主题研训活动，积极开展同课异构线上线下研讨活动，提

升民族地区教师课堂教学能力，整体提高教学质量。未摘帽县教

育行政部门主动配合，未摘帽县研训机构全程参与，逐步提升自

身研训能力，积极指导全县教育教学。省教师培训项目办负责督

导、指导、绩效评估，确保帮扶工作落地落实。 

（三）落实帮扶经费。“一对一”精准帮扶提升工程纳入“国

培计划”中西部项目和省深度贫困县中小学教师素质能力提升培

训实施方案规划实施。按照被帮扶片区学校专任教师人数，统筹

安排项目经费。各承训机构要遵循“国培计划”专项资金管理办

法以及国家、省关于培训费管理相关规定，加强资金使用监管，

做到专款专用，确保专项资金使用合规高效。资金安排另文下达。 

 

附件：1.四川省 7 个未摘帽县“一对一”片区学校精准帮扶 

项目实施指南 

      2.四川省 7 个未摘帽县“一对一”精准帮扶项目片区 

学校及承训机构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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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四川省 7 个未摘帽县“一对一”片区学校精准 

帮扶项目实施指南 

 

“一对一”精准帮扶项目是“国培计划”中西部项目内容，

其目的在于助力教育脱贫攻坚，促进乡村教师专业发展，提升乡

村学校办学水平和育人质量，振兴乡村教育。各省级承训机构参

照实施指南，实施帮扶项目。 

一、全面诊断，精准施训。组建专家诊断团队，到对接县所

在的片区学校进行现场诊断，汇集问题，聚焦目标，精准研制施

训方案，靶向施策，精心研制一份“一对一”帮扶培训方案，助

力教师专业和学校质量提升。 

二、聚焦问题，专题培训。基于片区学校和教师的群体发展

需求，开展师德师风建设、民族团结教育、教育教学基本技能、

信息技术应用、保学防辍举措、留守儿童心理辅导等共通性的必

修和选修课程内容，帮助民族地区教师树立现代教育教学理念，

丰富专业知识结构，提升教育教学问题解决能力。针对被帮扶学

校教师现状，构建一套民族地区教师必要掌握的知识体系，并纳

入考试内容。 

三、跟岗研修，示范引领。充分发挥高校师范生顶岗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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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换部分未摘帽县片区中心校骨干教师置身于对接的优质学校

课堂教学、班级管理、校本研修等真实教学教研场景中，切实感

知体验，通过经验萃取、对话交流、反思提升，不断拓展视野，

提升理念，发展自我。在名师示范引领和帮扶指导下，被帮扶学

校教师要完成一节课堂改进教学计划的课例。 

四、送教进校，课堂示范。协同教育部专家和优质中小学优

秀教师和校长，深入被帮扶学校，采用“同课异构”“现场答疑”

“实地指导”等方式，“一对一”“手把手”帮扶，促进民族地区

教师充分吸收内化，实现习得迁移与转化，每个教师完成一份课

堂教学改进的课例实录。 

五、线上线下，同步异步。充分借助现代教育信息技术手段，

开展线上同步和异步教学教研指导。以优秀教师示范课、重难点

知识讲解微课等，建立“学科对学科”“名师对民师（民族地区

教师）”在线研讨系列活动。提供丰富的在线课程学习资源，实

行被帮扶学校教师自主选派机制，引导被帮扶片区学校教师模仿

改进教学，凝练教育教学成果，因地制宜地提高教学质量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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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四川省 7 个未摘帽县“一对一”精准帮扶项目片区学校 

及承训机构一览表 

县名 被帮扶片区及学校 
专任教师总

数（人） 
承训单位（个） 帮扶单位（个） 

合  计 7个片区 70所学校（含教学点） 1902 7 32 

布拖县 

交际河片区 9所校点 344 

成都师范学院 

成都高新滨河学校、成都高

新新源学校、成都高新顺江

学校、成都市玉林小学、成

都师范学院附属实验学校、

成都市温江区政通小学校 

片区内重点帮扶的学校 2所 
布拖县交际河中学 107 

布拖县龙潭镇中心校 93 

片区内其余学校（含教学点）

7所 

布拖县牛角湾乡中心校 52 

牛角湾乡高级社小学 1 

牛角湾乡老且社小学 1 

布拖县罗家坪乡中心校 15 

布拖县包谷坪乡中心校 19 

布拖县合井乡中心校 37 

龙潭镇大田坝小学 19 

普格县 

洛乌沟片区 9所校点 228 

四川师范大学 

成都市盐道街小学、成都市

娇子小学、成都市东光实验

小学、成都师范附小万科分

校、成都师范附小华润分校、

成都市盐道街小学得胜分

片区内重点帮扶的学校 2所 
普格县洛乌沟初级中学校 45 

普格县花山乡中心小学校 40 

片区内其余学校（含教学点） 普格县东山乡中心小学校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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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名 被帮扶片区及学校 
专任教师总

数（人） 
承训单位（个） 帮扶单位（个） 

7所 普格县花山乡大河坝小学 25 校、成都市天涯石小学逸景

分校、成都七中育才学校汇

源校区、成都七中育才学校

银杏校区 

普格县花山乡友谊小学校 18 

普格县刘家坪乡中心小学 23 

普格县雨水乡中心小学校 25 

普格县洛乌沟乡中心校 6 

普格县大坪乡中心小学校 26 

昭觉县 

四开片区 20所校点 314 

四川省教育科学研

究院 

成都大学附属小学、成都成

华小学、成都市成华实验小

学、都江堰北街小学实验外

国语学校、成都天府新区第

七小学校、成都棠湖外国语

学校附属小学、高县翰笙小

学校、宜宾市教科所 

片区内重点帮扶的学校 2所 
昭觉县四开希望学校 37 

昭觉县四开乡中心小学校 90 

片区内其余学校（含教学点）

18所 

昭觉县四开乡乃托村小学校 2 

昭觉县四开乡好谷村小学校 20 

昭觉县四开乡三湾村小学校 2 

昭觉县四开乡黑龙村小学校 13 

昭觉县大坝乡中心小学 37 

昭觉县大坝乡拖都村小 2 

昭觉县地莫乡中心小学 29 

昭觉县地莫乡二五小学 16 

昭觉县地莫乡巴尔小学 8 

昭觉县地莫乡瓦古村小学 1 

昭觉县地莫乡波作村小学 1 

昭觉县地莫乡尓布村小学 2 

昭觉县地莫乡俄苦村小学 1 

昭觉县柳且乡中心小学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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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名 被帮扶片区及学校 
专任教师总

数（人） 
承训单位（个） 帮扶单位（个） 

昭觉县柳且乡红光村小学 2 

昭觉县博洛乡中心小学 20 

昭觉县博洛乡地莫村小 1 

昭觉县库莫乡中心小学 12 

美姑县 

洪溪片区 14所校点 222 

乐山师范学院 
乐山实验中学、乐山市实验

小学、乐山师范附属小学 

片区内重点帮扶的学校 2所 
美姑县洪溪初级中学 59 

美姑县依果觉乡小学校 45 

片区内其余学校 

（含教学点）12所 

美姑县依果觉乡处洪觉村小 2 

美姑县依果觉乡木尔村小 10 

美姑县依果觉乡四季吉村小 2 

美姑县依果觉乡依德阿门村小 15 

美姑县洒库乡小学校 33 

美姑县洒库乡塔古村小学校 13 

美姑县洒库乡处火千村学校 4 

美姑县洒库乡华岗村小学校 6 

美姑县洒库乡岗洛村小学校 3 

美姑县洒库乡处曲洛村        1 

美姑县瓦西乡小学校 25 

美姑县瓦西乡木作洛村               4 

喜德县 
光明片区 7所校点 290 

西华师范大学 
西华师范大学附属巴中实验中

学、西华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片区内重点帮扶的学校 2所 喜德县向荣中学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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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名 被帮扶片区及学校 
专任教师总

数（人） 
承训单位（个） 帮扶单位（个） 

喜德县光明镇中心小学校 61 

片区内其余学校 （含教学

点）5所 

喜德县贺波洛乡中心小学校 47 

喜德县则约中心小学校 8 

喜德县光明镇联合小学校 14 

喜德县光明镇沙洛小学校 13 

喜德县依兹觉中心小学校 21 

金阳县 

天台片区 7所校点 242 

绵阳师范学院 
绵阳市游仙区慈济实验中

学、绵阳市富乐实验小学 

片区内重点帮扶的学校 2所 
金阳县初级中学 159 

金阳县马依足乡中心校 26 

片区内其余学校              

（含教学点）5所 

金阳县务科小学校 47 

金阳县马依足乡迷科校 1 

金阳县马依足乡特普洛校 1 

金阳县马依足乡因子校 4 

金阳县马依足乡木腊沟校 4 

越西县 

中普雄片区 4所校点 262 

内江师范学院 
内江市第六中学、内江市桐

梓坝小学 

片区内重点帮扶的学校 2所 
越西县普雄民族学校 127 

越西县普雄民族小学校 23 

片区内其余学校              

（含教学点）2所 

越西县逸夫小学校 64 

越西县贡莫乡中心小学校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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