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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庄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文件
枣政教督〔2017〕1 号

枣庄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
关于开展第二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

专项督导的通知

各区（市）人民政府：

为进一步推动《山东省教育厅等部门关于印发第二期学前教

育三年行动计划（2015-2017 年）的通知》（鲁教基发〔2015〕

1 号）的有效实施，促进各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依法履行学前教

育职责，依据《教育督导条例》（国务院令第 624 号）、《教育

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实施第二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

计划的意见》（教基二[2014]9 号），决定对区（市）实施第二

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以来的学前教育工作进行专项督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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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督查时间

拟定七月下旬，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二、督查内容

第二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情况，主要是：

（一）政府履行学前教育职责情况，重点是组织领导、履行

职责等方面的内容。

（二）经费投入情况，重点是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占全部财

政性教育经费总支出的比例、生均公用经费制定实施、专项建设

经费、儿童资助、收费管理等方面的内容。

（三）资源配置情况，重点是规划布局、园所建设、配套园

规划建设与管理使用、园舍建设、设施设备等方面的内容。

（四）队伍建设情况，重点是人员配备、教师培训、教师待

遇等方面的内容。

（五）提升质量情况，重点是监管机制、规范管理、内涵建

设、专业发展等方面的内容。

（六）安全卫生情况，重点是安全管理、卫生保健等方面的

内容。

三、有关要求

（一）高度重视。各区（市）人民政府要高度重视实施第二

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的专项督导工作，将工作纳入重要议事

日程，为督导工作提供必要的人力支持和经费保障。要认真部署、

层层落实、切实保证专项督导工作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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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认真开展自评。2017 年 6 月 30 日之前，各区(市)根

据本方案要求组织自评，真实反映各项指标完成情况，自评工作

要坚持“全覆盖”和实事求是原则，数据要准确，材料要详实。

自评报告于 7 月 7 日前报市政府教育督导室。

（三）加强督导检查和考核。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

政部将对各地行动计划的编制实施情况进行专项督查。为进一步

做好迎查工作，各区（市）要建立督导检查和考核机制，将行动

计划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落实情况纳入地方政府教育工作实绩

的考核指标。

未尽事宜请与枣庄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和学前办联系。联

系人：柳静 刘方；联系电话：8688359 8688228;电子邮箱：

sdzzzsx@163.com,zzxqjy@126.com。

附件：枣庄市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2015—2017 年）

专项督导评估指标

枣庄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

2017 年 5 月 3 日

mailto:sdzzzsx@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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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枣庄市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

（2015—2017 年）专项督导评估指标

A 级指标 B 级指标 C 级指标

A1 政府履职

(10 分)

B1 组织领导

(3 分)

C1 学前教育改革和发展作为区（市）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本

区域经济、社会事业发展规划。(1 分)

C2 科学预测适龄入园儿童人数，编制切实可行的区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

(1 分)

C3 健全区域学前教育联席会议制度，完善教育部门主管、各相关部门分工负

责、协同配合的工作机制，区域内形成齐抓共管、共同促进学前教育发展的

局面。(1 分)

B2 履行职责

(7 分)

C4 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不断扩大，比例不低于总量的 82%。(2 分)

C5 区域内学前三年入园率不低于 86%，常住适龄儿童的入园需求逐步得到满

足。(1 分)

C6 2015-2017 年，进行了督导检查（0.5 分），对督导检查结果进行了公示

（0.5 分）；建立了考核奖惩机制（0.5 分），将考核的结果作为奖惩的依据,

对发展学前教育工作突出的地区和单位予以表彰（0.5 分）;建立了问责机制,

对发展学前教育工作不力的地区和单位依法问责(1 分)。

C7 各相关部门推进学前教育发展的职责明确，落实有力，富有成效，并将结

果向社会公示。(1 分)

A2 经费投入

（20 分）

B3 支出比例

(6 分)

C8 学前教育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在同级财政性教育经费中占比合理，达到 4%

以上。4%及以上得 6分，3%及以上得 4 分，2%及以上得 2分，2%以下不得分。

(6 分)

B4 公用经费

(3 分)

C9 制定并落实公办幼儿园生均公用经费财政拨款标准。(1 分)

C10 完善并落实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经费支持政策。(2 分)

B5 专项资金

(5 分)

C11 区（市）财政安排专项资金，用于改善幼儿园办园条件。(1 分)

C12 按照占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比例，5%及以上得 4 分，4%及以上得 3 分，4%

以下不得分。(4 分)

B6 学前教育政

府助学金

(2 分)

C13 落实对家庭经济困难的适龄幼儿实施学前教育的资助政策。 (2 分)

B7 收费管理

(4 分)

C14 公办及公办性质幼儿园严格执行市核定的收费标准，一律不得在核定的收

费标准外收取建园费等任何费用。(1 分)

C15 幼儿园收费全部用于办园所需，无截留和挪用现象。(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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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资源配置

（30 分）

B8 布局规划

(1 分)

C16 按照城乡幼儿园布局原则和普及学前三年教育的目标要求，将本地区今后

5至 10 年幼儿园布局纳入本地区的教育专项规划，有序推进，分步实施。(1

分)

B9 园所建设

(12 分)

C17 区域内第二期学前三年行动计划中新建、改扩建幼儿园工程(含山亭区省

直第一书记帮包村幼儿园建设工程)全部按时保质完成。全部完成得 12 分，

完成 90%及以上得 7分，80%及以上得 6 分，70%及以上得 5 分，60%及以上得

4分，60%以下得 2分。本项所列园所建设任务在 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未全部

完成，A3B9 项不得分(12 分)

B10配套园规划

建设与管理使

用(6 分)

C18 加强城乡居住区配套幼儿园的规划建设与管理，确保新建居住区配套幼儿

园与居住区同步建设、验收和交付使用，并用于举办普惠性幼儿园。(6 分)

B11 园舍建设

(4 分)

C19 加快实施幼儿园园舍标准化建设工程，区域内注册幼儿园生均建筑面积、

主要园舍设置均达到《办园条件标准》中相应类别幼儿园基本指标要求。(3

分)

C20 安全、无危房存在。(1 分)

B12 设施配备

(5 分)

C21 辖区内注册幼儿园室内外设施、教玩具、图书、卫生保健器材配备等均达

到《办园条件标准》相应类别幼儿园配备规定（不含选配设施和教玩具）。

(5 分)

B13 机构编制

(2 分)

C22 辖区内公办及公办性质幼儿园全部注册为事业单位法人，纳入机构编制管

理。(2 分)

A4 队伍建设

（15 分）

B14 人员配备

(6 分)

C23 严格执行幼儿园园长、教师资格准入制度。教师具有教师资格证（0.5 分），

园长取得《岗位培训合格证书》（0.5 分）。

C24 按照《办园条件标准》中幼儿园教职工配备标准，配足配齐教职工。(2

分)

C25 建立幼儿教师补充机制，扩大公办幼儿教师数量。区（市）第二期学前三

年行动计划中幼儿教师增加总数、公办教师增加数量，达到规划目标。(3 分)

B15 教师培训

(4 分)

C26 区（市）建立完善幼儿园教师继续教育和定期培训制度，并纳入中小学教

师继续教育体系。(2 分)

C27 制定幼儿教师培训规划和年度培训计划，有财政安排的面向幼儿教师培训

的经费，培训效果好。(2 分)

B16 教师待遇

(5 分)

C28 建立非公办幼儿教师工资保障机制，逐步提高非公办幼儿教师工资待遇。

非公办幼儿教师工资标准（不含社会保障费用）不低于省政府最新文件规定

的当地最低工资标准。(2.5 分)

C29 建立健全幼儿教师社会保障体系。各类幼儿园应按有关规定解决非公办幼

儿教师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问题。(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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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 提升质量

（15 分）

B17 监管机制

(3 分)

C30 严格学前教育机构审批注册、年检制度和动态监管制度，无非法办园现象。

(1.5 分)

C31 建立政府牵头组织，综治、教育、住房城乡建设、卫生、公安、物价、民

政等部门参与的联合执法机制（0.5 分），实施联合执法（0.5 分），对未经

审批和标准不达标的幼儿园予以取缔。(0.5 分)

B18 规范管理

(6 分)

C32 健全区（市）、园两级保教质量监测机制，定期开展对各级各类幼儿园办

园水平的督导评估，完善对幼儿园保教质量以及幼儿健康水平的监测与评估，

完善家长社会监督评价机制。(2 分)

C33 区域内园所总量的 60%达到市级二级及以上水平，45%达到市级一类及以

上水平，镇街中心园 80%以上晋升省级示范性幼儿园。每降低一个百分点，扣

1分，扣满为止。(4 分)

B19 内涵建设

(3 分)

C34 认真贯彻落实《幼儿园工作规程》、《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加

强对学前教育机构的保教工作指导，注重园本教研的开展，积极进行“一日

活动”的研究与实践，进一步完善幼小衔接工作，防止和纠正“学科化”“小

学化”倾向，儿童德体智美全面和谐发展，保教质量较高。(2 分)

C35 开展幼儿园结对联盟活动，形成互助发展等长效机制，缩小园际之间办园

水平差距。 有实施方案（0.2 分），过程性材料详实（0.3 分），成效明显(0.5

分)。

B20 专业发展

(3 分)

C36 充分发挥幼儿园园长专业标准和教师专业标准的导向作用。健全面向全体

保教人员的培训制度，形成适应不同教师专业发展需要的在职培训机制，加

强保健员、保育员、营养员轮训，保教人员在职培训率达 100%，且有成效。 (2

分)

C37 健全优秀园长、骨干教师选拔、培养及激励制度，形成结构合理的优秀园

长、骨干教师梯队。 (1 分)

A6 安全卫生

（10 分）

B21 安全管理

(3 分)

C38 按照《山东省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建立健全幼儿园安

全管理制度，建立安全工作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并认真实施。(1 分)

C C39 建立园舍维修改造长效机制，严禁使用危房和不安全设施设备，彻底消除

安全隐患。(1 分)

C40 幼儿园按照有关安全管理规定，配备与幼儿园规模相适应的专职安保人员

（0.5 分）、必要的安保设施器械（紧急照明、消防设施及器材、监控报警设

施与防卫器械等）（0.5 分）。

C41 2015-2017 年度无儿童伤害事件和安全责任事故。如有伤害事件和安全责

任事故，A6 项不得分。

B22 卫生保健

(7 分)

C42 建立健康检查、疾病预防、卫生消毒等各项卫生保健工作制度（1分），

制度落实到位，过程性材料丰富完整(3 分)。

C43 新生入园幼儿体检率 100%，在园幼儿按规定定期进行体检。(2 分)

C44 食堂建立进货索证制度，杜绝“三无”食品流入，工作人员按时体检，持

健康证上岗。(2 分)

C45 2015-2017 年度无食物中毒事故。如有食物中毒事故，A6 项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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