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宁师范大学关于实施“校长国培计划” 

—2019 年边远贫困地区农村校长 

助力工程项目的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厅（教委、教育局）： 

根据教育部中小学校长和幼儿园园长国家级培训项目管理办

公室《关于公布“校长国培计划”—2019 年边远贫困地区农村校

长助力工程培训项目承办院校（机构）名单及培训实施的通知》

（校国培办〔2019〕24号）要求，我院将于 2019年 10月 15日至

11月 8日举办的“校长国培计划”——2019年边远贫困地区农村

校长助力工程南宁师范大学初中校长培训班，现将有关事宜通知

如下： 

一、 培训目标 

提高农村学校校长解决办学重点、难点问题的能力，为各地

培养一批实施素质教育、推进农村义务教育改革发展的带头人。 

二、培训内容、形式 

（一）培训内容 

根据《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暂行办法》和《义务教育学校

校长专业标准》，围绕理想信念、党性修养、政策法规、学校规

划、文化建设、课程教学、教师专业发展、学校管理等维度，针



 

对农村学校校长的实际需求，设计安排有针对性的课程模块，其

中实践性课程不少于 50%。同时，将师德教育、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作为培训的必修内容。 

（二）培训形式 

采取“集中学习+影子研修+返岗实践”的培训方式，针对农

村中小学校长和幼儿园园长实际需求进行培训。集中培训阶段共

25 天，通过专题讲座、案例教学、影子培训等环节，帮助参训学

员理解校园长专业标准的基本要求，掌握应知应会的基本方法，

学习借鉴优秀中小学（幼儿园）的办学经验，提高依法办学能力。

返岗实践阶段共 50 天，提供中国教育干部网络学院研修平台供培

训机构和参训学员选用，通过网络选学、专家指导、实地改进、

总结提升等环节，帮助参训学员制定学校发展规划，实施学校改

进行动计划，提高管理水平。 

三、时间安排 

（一） 报到安排 

报到时间：2019年 10月 14日（星期一） 

报到地点：南宁市西乡塘区北湖南路 43-2号精途酒店（南宁

北湖店），前台电话：0771-2213388。 

（二） 培训安排 

1.第一阶段（集中学习和影子研修）：10 月 15 日—11 月 8

日，地点：南宁师范大学，广西柳州、玉林或北海等市的基地学

校； 

2.第二阶段（返岗实践）：11月 11日—12月 31日，地点：



 

学员本人的工作单位。 

3.第三阶段（返岗指导）：12月 16日—12月 20日，全体学

员到学员代表的地市和学校参加现场观摩、跟踪指导和返岗小结

活动，地点：学员代表所在地市和学校（第一阶段研修结束时确

定具体地点）。 

四、有关经费支出 

项目经费由教育部专项经费支持，参训学员免收培训费、食

宿费和资料费。学员往返的交通费和差旅费，以及南宁市外研修

的交通费按规定回所在单位报销。 

五、其他 

1．请学员尽快加入班级 QQ群“2019助力工程 南师大”（群

号：622784763），以“省份+姓名”的格式修改群名片，以便提

前了解项目相关信息、融通交流、提交相关训前材料。 

2.请提前准备：①学校发展规划（草案）；②学校简介的 PPT；

③ 上 一 年 学 校 工 作 总 结 。 请 于 9 月 15 日 前 发 到

nsdjsy0771@163.com邮箱。 

3.如条件允许，请携带笔记本电脑、U盘，以便完成研修作业。 

4.有特定民族饮食习惯或用餐要求的参培学员，请提前与班

主任取得联系。 

5.酒店住宿为双人标准间，配备电视、wifi、基本洗漱、清

洁用具等生活必需品。请酌情携带个人生活用品。 

6.广西南宁市 10-11月份的平均温度为 20℃ - 28℃，培训期

开展文体活动，请准备夏季衣服和运动装。 



 

未尽事宜，请联系班主任：郭进喜，电话 0771-3107858，

13978870906； 

 

附件： 

1、 学员名单 

2、 精途酒店（南宁市北湖店）交通路线 

 

 

 

 

    南宁师范大学 

2019年 8月 20日 

 

 

 

 

 

 

 

 

 

 

 



 

附件 1：学员名单 

 

编号 姓名 单位名称 所在省份 

1 刘春光 安徽省临泉县吕寨镇中心校 安徽 

2 韩超 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艾亭镇中心学校 安徽 

3 胡久国 霍邱县龙潭中心校 安徽 

4 张建刚 漳县四族中学 甘肃 

5 崔文学 安定区南鹰学校 甘肃 

6 董  涛 白马初中 甘肃 

7 杨贤宁 宁县中村初中 甘肃 

8 柳一文 庄浪县韩店中学 甘肃 

9 罗盛勇 乔音九贯中学 广西 

10 罗峰锋 罗城县怀群镇初级中学 广西 

11 秦洪山 北景初中 广西 

12 杨有开 永乐镇中学 广西 

13 覃忠强 大新县榄圩中学 广西 

14 王正刚 德江县荆角学中学 贵州 

15 王超 仁怀市高大坪中学 贵州 

16 张清堂 肇兴镇初级中学 贵州 

17 王国立 内乡县师岗一中 河南 

18 王向辉 汝阳县王坪乡初级中学 河南 

19 李  冬 汝阳县三屯镇初级中学 河南 

20 秦  健 内乡县湍东初中 河南 

21 张洋 江桥镇中心学校 黑龙江 

22 刘贵权 泰来县克利镇中心学校 黑龙江 

23 辛永富 林甸县四合乡中学 黑龙江 

24 邓绍杰 磨坪乡初级中学 湖北 

25 梅鹏程 秭归县郭家坝镇初级中学 湖北 



 

编号 姓名 单位名称 所在省份 

26 田兴旺 利川市忠路镇初级中学 湖北 

27 刘忠华 新邵县坪上镇中学 湖南 

28 陈靖民 邵阳县金江乡中学 湖南 

29 刘峰 炎陵县下村乡学校 湖南 

30 曾日华 上犹县金盆初中 江西 

31 古希义 王民一贯制学校 宁夏 

32 路永明 原州区张易中学 宁夏 

33 王兴亮 交岔乡初级中学 宁夏 

34 赵文梅 马莲中学 宁夏 

35 丰国年 王洼镇第一中学 宁夏 

36 周建国 红耀一贯制学校 宁夏 

37 姚正红 平安区沙沟回族乡中心学校 青海 

38 王建花 团柏中学 山西 

39 袁效宇 段家寨中学 山西 

40 徐中伟 建安中心校建安学校 山西 

41 杨福先 五台县第二中学 山西 

42 李小强 渠子九年制学校 陕西 

43 张  锐 红庙镇喜神九年制学校 陕西 

44 李成文 陕西省西乡县柳树镇民族学校 陕西 

45 付振华 温水镇中学 陕西 

46 王宏伟 永寿县店头中学 陕西 

47 达瓦扎西 日喀则市昂仁县中学 西藏 

48 姜慧琴 昌都市类乌齐县中学 西藏 

49 张德伟 大寨中学 云南 

50 胡年波 重庆市巫山县官渡初级中学 重庆 

 

 



 

附件 2：酒店交通线路 

 

吴圩机场：乘坐机场大巴 1 号线至朝阳路民航售票处，在华

东朝阳路口站转乘 606 路公交车，到广西民族医院站下车，步行

375米即到。从民航售票处乘出租车到酒店，车费约 15元； 

从机场乘出租车到南宁师范大学明秀路大门，车费约 150元。 

火车或快巴：从火车站、火车东站、琅东客运站、凤岭客运

站、安吉客运站或西乡塘客运站，也可搭乘坐地铁到明秀路站 A

出口，步行 18分钟到酒店，打出租车约 9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