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滨政教督〔2018〕6 号 
 

 
关于做好开学工作存在问题整改工作的通知 

 

各镇区中心小学、中学，县直各学校，局机关各科室： 

根据县局《关于组织2018年春学期开学工作检查的通知》(滨

教发〔2018〕14号)精神，2月25日-2月28日，局分管领导分

南、北、中三片对全县中小学（幼儿园）开学工作进行了面上

巡查；局机关及教师发展中心各科室按联系镇区（学校）组成

15个督查组对责任区域内的所有中小学校进行了专项督查。重

点查看了全县各镇区三个中心（中心初中、中心小学、中心幼

儿园）暨所有村小和教学点开学条件保障、学校安全风险防控、

教育教学秩序等工作情况。 

从督查情况看，今春开学工作各镇区（学校）能认真贯彻

落实县局总体部署和要求, 工作普遍做得早、做得细、做得实，

亮点特色多，主要表现在：领导重视程度高，准备充分；师生

报到整齐，精神饱满；教育教学步入正轨快，秩序井然；校园

文化建设氛围浓，特色彰显；安全风险防控全覆盖，排查力度

大；收费等工作把关严，规范无差错。新学期，新气象，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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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但在镇际、校际间仍存在一定的不平衡性，差异系数较大，

部分学校无“新”意，个别学校还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现将

《2018 年春学期开学工作检查学校存在主要问题汇总表》印发

给你们，希各镇区（学校）自我对照，有的放矢，迅速整改；

各镇区（学校）联系科室、职能科室及督学责任区责任督学要

切实做好学校整改情况跟踪督查工作，确保整改成效。 

开学工作问题整改既是常规工作，又是推进县域教育优质

均衡发展及教育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对各学校、局

机关各科室绩效考核的过程性评估，请各学校高度重视，以整

改为抓手，对标找差，对照问题整改，不断促进学校更加有序、

规范、优质发展。 

以上通知，希贯彻执行。 

 

附件： 2018年春学期开学工作检查学校存在主要问题汇总

表 

 

 

滨海县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 

  2018 年 3 月 8 日   

滨海县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  2018年3月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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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8 年春学期开学工作检查学校存在主要问题汇总表 
统计时间：2018 年 3 月 8 日 

序号 镇区 学校名称 存在问题、不足或建议 备注 

1 五汛镇中心小学 
教师缺编，有较多校聘代课教师。 
◎幼儿园、村小等检查情况： 
中心幼儿园班额大，保育员配备不足。 

  

2 五汛镇第二中心小学 

1.校园操场为土质地面，学生活动受到限制； 
2.教师缺编，老龄化； 
3.校园内存在私立幼儿园，严重影响学校教育教学秩
序，存在安全隐患。 

  

3 五汛中学 
1.因待产假人数增多，部分学科教师紧缺； 
2.学科教师结构不合理，语、数、英教师相对紧缺，美
术学科人手相对宽裕。 

  

4 

五汛 

北坍初中 学校路面破损严重，存在安全隐患。   

5 蔡桥镇中心小学 

中心小学特色建设工程要尽快完善。 
◎幼儿园、村小等检查情况： 
王尖小学要进一步加强校园安全管理； 
大洼小学要加强集体备课，提高教学效益； 
新沙教学点要充分调动教师工作热情； 
东升教学点工作要抓严、抓实，对每个学生负责； 
三层教学点课堂教学要注重双边活动； 
东墩教学点要多表扬、多鼓励，提高教师积极性； 
三岔教学点要强化教学管理，提升教师业务能力。 

  

6 

蔡桥 

蔡桥初中 要加强在建工程的安全管理。   

7 正红镇中心小学 

中心小学放学时门前秩序有点乱。 
◎幼儿园、村小等检查情况： 
中心幼儿园收费据不规范； 
二中心闸口办园点收费据不规范； 
正红小学校园环境需进一步整理； 
后舍教学点班牌未更换； 
红纲教学点围墙未封闭，校园环境需进一步整理； 
黄浦教学点个别学科计划未制定； 
旧河教学点存在卫生死角； 
蒋渡教学点校园环境需进一步整理； 
周庄教学点门房使用不当，存在安全隐患； 
昧洋教学点存在卫生死角。 

  

8 正红镇第二中心小学 校园面积小，功能室不足。   

9 正红镇第三中心小学 部分围墙封闭不牢，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10 獐沟中学 收费政策宣传力度不够，有家长不清楚，打举报电话。   

11 正红初中 教师老龄化严重，学科人员结构不合理。   

12 

正红 

陈铸初中 教师老龄化严重，学科人员结构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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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镇区 学校名称 存在问题、不足或建议 备注 

13 通榆镇中心小学 

中心小学因部分女教师二胎请假，加上学生数多，学校
教师紧缺，班级生数多。 
◎幼儿园、村小等检查情况： 
万岗小学楼梯指示灯损坏需修复； 
舀港教学点校门口地处交通要道，需相关部门设立减速
带； 
刘簖教学点无永久收费公示栏。 

  

14 

通榆 

通榆中学 

1.学校塑胶跑道年久失修，已不能满足学校的发展需
求，建议修缮； 
2.学校现有宿舍楼已不能满足在校学生的发展需求，建
议增建宿舍楼。 

  

15 天场镇中心小学 

中心小学卫生有死角，管理工作需进一步细化分工。 
◎幼儿园、村小等检查情况： 
中心幼儿园内及门口杂物较多； 
天场小学教学楼前右侧枯草多； 
吴姚教学点教学楼顶层有水泥块脱落现象，存在 安全
隐患； 
秉义教学点开学秩序混乱； 
绿杨教学点门窗灰尘较多； 
吉岗教学点有在建工程，场地杂物多，存在一定安全隐
患。 

  

16 秉义初中 办公楼前的花池因施工损坏，要及时整修。   

17 

天场 

天场初中 要做好在建工程的安全管理。   

18 农业园区中心小学 

1.校园绿化要充实，周边环境有待改善； 
2.家长接送学生的车辆要规范管理。 
◎幼儿园、村小等检查情况： 
中心幼儿园生数多、班额大； 
育才小学新校区教学楼已建成，但附属工程及配套设施
还未完全到位，老校区校园围墙有破损； 
永岗教学点校园绿化、教育教学设施还要进一步完善； 
大关教学点校舍老化，场地杂草清理不彻底。 

  

19 

园区 

大套中学 教师老龄化严重，学科人员结构不合理。   

20 界牌镇中心小学 

1.教师数量不足，制约学校发展；2.配套用房不够；3.
由于新校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学生上、放学时段，道路
十分拥堵。 
◎幼儿园、村小等检查情况： 
五巨教学点校园裸土面积较大，学生活动场地不足，建
议加大运动场地建设，加强绿化工作。 

  

21 界牌镇第二中心小学 课任教师不足，校聘教师多，低、中年级缺少骨干教师。   

22 陆集中学 学校厕所不能满足师生需求，急需新建。   

23 

界牌 

界牌初中 住宿生多，食堂就餐拥挤，宿舍床位紧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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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镇区 学校名称 存在问题、不足或建议 备注 

24 陈涛镇中心小学 

中心小学图书室环境卫生不够。 
◎幼儿园、村小等检查情况： 
中心幼儿园软质地面破损严重，急需修缮； 
八层小学急需建学生厕所、场地、下水道等。 

  

25 陈涛中学 学生宿舍拥挤，条件差。   

26 

陈涛 

条洋初中 
学生宿舍通风不好，有气味，校园中闲置且破损的平房
校舍需维修或拆除。 

  

27 八巨镇中心小学 

中心小学要加强对功能室管理，开足开齐各门课程。 
◎幼儿园、村小等检查情况： 
中心幼儿园要加强对村办园的管理和业务指导； 
前案小学的场地等附属工程要尽快施工，目前已影响学
生正常活动的开展； 
大冲教学点要加强对代课教师的业务指导； 
玉民教学点要配齐教学设施，开足开全课程； 
王庄教学点教师备课要有提前量，要加强对代课教师业
务指导。 

  

28 

八巨 

八巨初中 
1.要尽快平整场地，搞好绿化； 
2.任课教师学科配备不均衡。 

  

29 八滩镇中心小学 

1.中心小学生数足、班额过大，部分班级近 80 人；2.
缺教师，用代课教师 45 人。 
◎幼儿园、村小等检查情况： 
中心幼儿园生数多，安全压力大，班级工作计划不全； 
二中心园上、放学时门口交通拥堵，需加强安全教育； 
新港小学需加强校园文化氛围创设，提升校园文化品
位； 
宋尖教学点校门附近放有少量农户杂物； 
粮东教学点门口要整理； 
唐港教学点厕所要及时冲水。 

  

30 八滩镇第二中心小学 
1.校园绿化、美化需加强； 
2.公办教师缺编，校聘教师的教学水平和能力欠缺，需
加强岗位培训。 

  

31 八滩中学 
1.教职工老龄化现象严重； 
2.多媒体教学设备老化，已影响使用。 

  

32 八滩二中 
1.班额大，平均班额超 70 人； 
2.缺教师，目前师生比约 1:20。 

  

33 

八滩 

新港初中 
1.部分工作计划内容需充实和细化； 
2.厕所、宿舍等在建工程的配套建设期间环境卫生需加
强。 

  

34 滨海港镇中心小学 

1.要明确划定学生接送区域，进一步加强管理； 
2.尽快做好新校区文化布置。 
◎幼儿园、村小等检查情况： 
振东教学点校园内植物枯死，建议搞好部分绿化； 
陈港教学点屋顶部分瓦片破损； 
新东教学点大门柱上张贴的宣传画要清理干净。 

  

35 振东初中 校内小家庭住户多，校园不能封闭，存在安全隐患。   

36 

港镇 

条港初中 学校无标准化运动场地。   

— 5 — 



 

序号 镇区 学校名称 存在问题、不足或建议 备注 

37 滨淮镇中心小学 

1.中心小学存在超大班额； 
2.校门口放学拥堵，需加强值班老师力量。 
◎幼儿园、村小等检查情况： 
中心幼儿园食堂卫生仍需进一步打扫，各种用品需规范
放置； 
沈滩小学门卫未在岗值守，老师办公室比较乱，墙角有
蜘蛛网； 
西滩小学教学楼卫生环境仍需进一步清理； 
樊集教学点室外无体育设施，缺体育器材； 
梁港教学点厕所围墙年久存在安全隐患、涂料有脱落，
学生电脑配备不足，缺体育器材。 

  

38 滨淮镇第二中心小学 师资力量薄弱，代课老师较多。   

39 滨淮初中 
1.教师严重紧缺； 
2.厕所卫生需要进一步打扫。 

  

40 玉龙初中 
1.教师办公专用电脑配备不足； 
2.数学、英语、美术，体育等学科老师紧缺； 
3.体育课教学纪律需要加强。 

  

41 

滨淮 

滨淮农场学校 大班额问题严重，教师紧缺。   

42 滨海港经济区中心小学 

班额大，代课教师数量多，且水平能力参差不齐，影响
教育质量。 
◎幼儿园、村小等检查情况： 
中心幼儿园门卫室位置设计不合理，办园条件不能满足
优质教育的要求； 
二中心幼儿园校舍硬件设施达不到省市优质园标准； 
玉丰小学教师缺编，缺专职教师； 
中信小学教师缺编，缺专职教师； 
闸南小学师资不足，校门前家长接送区域无水泥场地； 
三港小学教师缺编且老龄化； 
陈庄小学门前道路狭窄，学生上、放学易拥堵，存在安
全隐患； 
玉北教学点文化氛围不浓； 
红光教学点校园无围墙； 
农兴教学点专职教师不足； 
美垛教学点校舍陈旧。 

  

43 港城初中 
1.学生宿舍紧缺，住宿条件差；单身教师住宿条件简陋，
拥挤。 
2.校园绿化有待进一步加强。 

  

44 

港区 

淤尖实验学校 
1. 学生人数增多，教师缺额较大，临时代课教师有 16
人，教学效果难以保证； 
2.本学期有 3 名老师请产假，课务安排与调整难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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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镇区 学校名称 存在问题、不足或建议 备注 

45 东坎镇中心小学 

中心小学部分区域卫生打扫质量待提高。 
◎幼儿园、村小等检查情况： 
中心幼儿园门前交通易堵塞； 
坎南幼儿园小班厕所存在安全隐患，厨房使用燃气罐，
需要改造； 
新农幼儿园门口的卫生和秩序有待加强； 
红星幼儿园缺少教学配套用房； 
新安小学门卫值守要加强； 
澄远小学缺英语教师； 
三里小学校门口被菜农占道经营，影响师生出行； 
果林小学工作计划对局重点工作体现不够； 
益礼小学工作计划对局重点工作体现不够； 
广垛教学点校舍破旧，多媒体配备不齐； 
友好教学点大门进出管理未到位； 
二坎教学点校舍破旧，缺教学设备。 

  

46 东坎镇东坎小学 厕所门口学生易碰撞，要安排好监督人员，确保安全。   

47 东坎镇坎南小学 
需进一步加强对县局近期下发的系列文件的学习，深入
推进素质教育。 

  

48 东坎镇坎北小学 
1.门前道路摊贩多，上、放学拥堵严重； 
2.班额偏大。 

  

49 

东坎 

坎北初中 食堂桌椅破旧，需尽快更新。   

50 县实验小学 

1.新建南路校区生数过多，需进一步做好课间活动管
理； 
2.人民路校区上、放学时交通拥堵，要安排人员做好家
长车辆停放及秩序维持等工作。 

  

51 县第二实验小学 
1.教学人员紧张； 
2.坎园路校区受占地面积局限，学生活动场地不够； 
3.坎园路校区二、五、六年级存在 66 人以上的大班额。 

  

52 县永宁路实验学校 班额大，申请转学人员多，难以容纳。   

53 县第一初级中学 

1.中市路校区东西大门实行人车分流，门口疏散速度
慢，在上、放学等高峰期容易造成拥堵； 
2.西湖路校区南边道路出口不畅通，要申请相关部门协
调解决。 

  

54 

县直 

县第三中学 

1.一校两区格局使管理难度加大，尤其是师生过马路，
存在安全隐患； 
2.校舍老旧，部分配套用房破损，需要修缮； 
3.校门口道路改造仍未完成，给师生进出校园带来不
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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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镇区 学校名称 存在问题、不足或建议 备注 

55 滨海中学 
有少数教职工工作积极性不高，部分学生还未进入学习
角色，仍然停留在假期状态。 

  

56 滨海中专 

1.有 55 名流生，需要进一步加大控流工作力度，采取
切实措施，尽可能动员学生返校； 
2.学生行为养成习惯有所反弹，已经得到改正的陋习重
新恢复，加大了学校管理难度。 

  

57 明达中学 个别学生未按时到校报到。   

58 县幼儿园 班级生数多，在编教师紧缺。   

59 县机关幼儿园 
朝阳园区由于地处小区内部，上、放学时段，易发生交
通阻塞。 

  

60 

县直 

县特殊教育学校 
学校无专职校医，无学前教育专业教师，目前 15 个教
学班，专职体育教师只有 1 名，专职教师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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