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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通〔2020〕15 号

新田县 2019 年度民办学校办学水平评估
情况通报

全县各民办学校（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

为加强我县民办学校管理，依法督促民办学校端正办学

思想，改善办学条件，规范办学行为，提升办学水平，促进

我县民办教育健康持续发展，根据永州市教育局《关于开展

2019年度民办学校办学水平评估的通知》（永教通〔2019〕53

号）精神，教育局抽调职成办、基教股、法制股、校车办、

督导室、纪检室、相关人员组成评估小组，按照《2019 年永

州市民办幼儿园年度办学水平评估评分细则》《2019 年永州

市民办普通中小学年度办学水平评估评分细则》《2019 年永

州市民办培训学校年度办学水平评估评分细则》，从 2019 年

12 月 12 日开始，通过采取“听汇报、查资料、看现场、访

师生”等方式，对全县 169 所民办学校（其中民办中小学校

3 所，民办幼儿园 111 所，校外培训机构 55 所）进行了 2019

年度办学情况评估。现将评估情况通报如下：

一、工作成绩

新田县教育局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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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办学思路比较清晰。加强民办学校党组织组建力

度，坚持党的建设同步谋划、党的组织同步设置、党的工作

同步开展，采取单独组建、联合组建、挂靠组建、区域联建

等形式建立民办学校党组织，实现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全覆

盖。目前，我县大部分民办学校办学思想端正，工作目标明

确，形成了良好的发展态势。陶岭金色摇篮幼儿园党支部被

评为新田县两新组织三星级党支部。红星、蒂伊、金宝贝、

蓝精灵等幼儿园，坚持“面向全体、全面发展”的办园宗旨，

全方位服务幼儿、服务家长、服务社会；德恒学校、清华源

学校、苦志育才学校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

注重教育的公益性，坚持高标准办学，树立了民办学校良好

的社会形象。新概念、潘斯舞蹈艺术、话筒星播音主持、多

米诺、博瑞跆拳道、励志文武、优学乐等培训学校秉承“致

力社会，服务学生”的办学目标，精心设计培训方案，量身

定制培训课程，为满足中小学生选择性学习需求、培育发展

兴趣特长、拓宽高考升学渠道，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发挥了积

极作用。

（二）办学条件得到改善。大部分民办学校持续加大投

入，改善办学条件，使我县民办学校硬件环境与文化氛围再

上新台阶，为教与学搭建了良好的发展空间；童星幼儿园投

资 200 万元易址新建标准园舍；中兴幼儿园暑假投入近 20

万元着力文化氛围升级改造，美化了幼儿园的环境；蓝精灵

幼儿园、红黄蓝幼儿园、博怡雅幼儿园均投入 10 多万元改

善户外活动场所和活动室、休息室设备设施。绝大多数民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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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重视园文化建设，在改善办学条件方面做了许多富有

成效的工作，为我县顺利通过“两项督导评估”验收付出了

艰辛的劳动。随着民办学校办学条件的改善，为我县化解大

班额、培养学生特长、保障幼儿入园、满足社会多层次多样

化教育需求、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基础保

障。

（三）队伍素质稳步提升。严把教师入口关。大部分学

校能按照“条件合格，数量够用”的要求选聘配足教师。德

恒、清华源学校、金宝贝幼儿园、新概念综合培训学校、博

思培训学校坚持质量标准，严进宽出、宁缺勿滥，把好选人

进人用人关口，确保队伍资质基本符合要求，同时扶持新教

师稳健成长。注重队伍建设。我县大部分民办学校能通盘考

虑，安排专项资金，采用多种方式方法开展教师培训，提升

教师业务水平，学校社会声誉普遍较好。今年教师节表彰会

上，尹亚红等 17 位民办学校教师获得县委、县政府的嘉奖，

被评为新田县优秀教育工作者。开展校际交流。县幼儿园组

织骨干教师送教下乡，提供学习平台，切实提升了农村幼儿

园保教队伍的专业技能水平；德恒、清华源、苦志育才等民

办学校重视教学研究，踊跃参加县教育局组建的教学联盟活

动，教师间相互学习、潜心研究，激活了我县教育事业的源

头活水。

（四）学校管理逐渐规范。我县民办学校精细化管理水

平日渐提高，管理意识和自觉性不断增强。德恒实验学校始

终把教学质量当作学校的生命线，通过建章立制，规范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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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狠抓内部管理，教学成果显著。2019 年在校生达到

1600 多人。2019 年高考一本上线率 11.3%，二本上线率

51.0%。二本以上上线率名列全市前茅。苦志育才学校坚持

立德树人，充分发挥了学校慈善公益的育人作用。2019 年学

校共招收贫困孤儿近 216 名，全县孤儿全部被接纳到该校接

受义务教育，学生在校所有费用均由学校承担，全县无一孤

儿因家庭贫困而辍学。清华源学校近三年来学生每期期末考

试全科合格率和优秀率均位居全县前三名。一些培训学校定

位超前，注重特长培养，在内强素质、外树形象方面迈出了

管理强校、管理留名的坚实一步。潘斯舞蹈艺术培训学校连

续两年被认定为永州市少儿春晚节目孵化基地，并荣获第十

五届青春中国大型国际文艺活动湖南赛区优秀组织奖；思逸

语言艺术培训学校荣获第二届全球华语朗诵大赛永州赛区

优秀组织奖；多米诺、属七、卢韵等培训学校被指定为中国

舞蹈教育、钢琴、器乐考级点；卡酷科教培训学校参加“太

空之旅”工程挑战赛项目机器人竞赛获得三金二银三铜的优

异成绩。开设特色课程，丰富幼儿一日活动内容。绝大多数

幼儿园与校外体技能教师合作，让体能教育项目进园，使幼

儿活动童趣化、幼儿游戏活动开展落到实处，此举赢得了幼

儿喜爱和家长赞同。绝大多数幼儿园能结合本园实际，制定

完善一系列规章制度，园务管理做到有章可循。保教保育管

理工作比较规范的幼儿园有蓝精灵、蒂伊、金宝贝、亲亲宝

贝、红星、诺贝尔润驰、喜洋洋、中兴、金色摇篮、群跃、

红黄蓝等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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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安全工作取得成效。一是安全意识增强。大部分

民办学校坚持把安全工作放在重要位置，举办者、校长亲自

抓安全、谋安全，确保了全年重大安全“零事故”。二是安

全措施到位。各校制定了各类安全规章制度，安全工作检查

常态化，开展了防溺水、道路交通安全教育、防火、防爆、

防踩踏等演练活动；幼儿园坚持抓好食品卫生安全，防止发

生“舌尖上的安全事故”。三是绝大部分民办学校基本做到

“人防、物防、技防”，监控无死角、全覆盖，尤其是部分

学校上课期间聘请了专职保安值班值守，确保安全万无一

失。四是强化门禁管理。严把进门“第一关”，门卫安保器

材基本配齐配全，部分学校还安装了“一键式报警系统”。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安全工作有待夯实。部分学校没有两个以上的安

全通道，消防安全设施配备不齐全，消防疏散标识欠缺，应

急演练活动图文资料少；个别学校安全工作的“人防、物防、

技防、制度防”工作落实不够，没有按照相关要求配足配齐

保安人员、安保器材、监控设施和“门禁系统”，门卫制度

和接送制度执行不严格，来人来访登记不全面，安全检查管

理制度不完善，晨检午检和因病缺勤登记记录不规范；食品

卫生安全落实有差距，采购索证索票、食品留样等工作欠

规范；部分培训学校没有购买学平险和校方责任险。

（二）办学条件有待完善。少数举办者对民办教育相关

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学习不深入、领会不透彻、贯彻不到位，

缺乏长远规划，重经济效益和眼前利益，轻教育的公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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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学校办学结余资金用于再投入比例偏小，办学条件改善

缓慢，不能满足教学工作的需要，离群众对教育的需求还有

差距。如部分幼儿园教玩具门类单一、数量不足，有待充实；

一些学校教学条件落后，教师相关专业杂志刊物以及现代教

育技术设备缺乏。

（三）内部管理有待提质。一是教学工作需提质。部分

学校没有落实教学常规的各个环节，教研教改氛围不浓，全

员培训没有抓实，教师成长空间受限制。二是财务工作相对

滞后。根据相关法规要求，民办学校的所有收入、支出必须

进入银行专户，但大部分学校未规范账目运行的法定程序，

收支都在账外运行；未建立固定资产台账，记账凭证随意混

杂。绝大部分单位没有对本单位上年度财务运行情况聘请有

资质的会计事务所中介进行审定。三是资料整理有待完善。

资料整理归档工作不重视，不少学校没有档案目录，档案

分类不科学，过程性的材料没有及时收集积累，有临时

追补资料的现象。

三、工作建议

（一）进一步强化安全工作。安全工作必须放在首位，

要常抓不懈，尤其是要重点关注校舍安全、道路安全、食品

安全、教学过程中的安全。要时刻警钟长鸣，坚持开展“安

全演练”活动，要坚持一月一次安全隐患大排查，对排查出

来的问题及时整改。真正落实学校安全工作的“人防、物防、

技防、制度防”，配足配齐“保安人员”“安保器材”和“监

控设施”。完善晨检午检、因病缺勤病因追查和登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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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抓好食堂管理及食品安全工作，严把从业人员聘任关，

抓实“索证、台账、留样、培训”等相关工作，防止“祸从

口入”，防止“舌尖上的安全事故”，要求所有民办学校都

必须购买学平险和校方责任险，有效规避和降低办学风险。

（二）进一步加大教育投入。一是加强财务管理。教

育局有关业务股室对学校要做好财政法规的宣传，举行

财务知识培训，督促学校开设银行基本帐户，配备专业会

计人员，做好相关的财务工作。伙食费应独立核算，专款专

用，每月向家长公布收支情况，盈余控制在 5%以内。二是各

学校要按《湖南省幼儿园办园标准》、《湖南省简易幼

儿园基本条件》、《永州市校外培训机构管理办法》等

文件的相关规定，多方筹措资金，加大经费投入，不断

完善办学硬件设备设施，努力改善办学条件，为学生创

设良好安全的学习和生活环境。要确保教师进修学习的

费用开支，配备教学与办公专用计算机，专任教师和财务人

员必须懂电脑，会操作，逐步实现办公现代化。今后对民

办幼儿园年度办学水平督导评估时，25%的比例经费投入

将作为重要指标予以严格考核。

（三）进一步提升办学水平。加强制度建设。各校要充

分发挥自身的办学优势，因地制宜，拓宽办学渠道。做到定

位要准，站位要高，追求要远，精心制定好短期计划和中长

期发展规划。认真落实“面向全体、全面发展”的办园方针，

科学引导幼儿在健康、语言、社会、科学、艺术等五个领域

健康快乐成长。坚持“游戏为主”的保教原则，开展丰富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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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的游戏活动，有效防止和杜绝“小学化倾向”。加强精细

化管理，狠抓教学常规，打造高效课堂，提高教学质量，促

进学生全面发展。切实抓好学生个性特长的培养，引领学生

在语言、体育、舞蹈、美术、音乐等方面向纵深发展，拓宽

学生成才之路，努力打造富有特色、诚信规范的培训机构。

附件：新田县 2019 年度民办学校办学水平评估结果

新田县教育局

2020 年 3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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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9 年度民办学校办学水平评估结果

一、民办中小学校（3 所）

1.优秀单位（1 所）：德恒实验学校

2.合格单位（2 所）：清华源学校、苦志育才学校

二、民办培训学校（55 所）

1.优秀单位（3 所）：新概念综合学校、启智昂立培训

学校有限公司、优学乐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2.合格单位（46 所）：博思培训学校有限公司、小新星

英语综合学校有限公司、嫣然向上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卢韵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雅韵艺术传播有限公司、巨人

培训学校有限公司、易学堂培训有限公司、学而优培训中心

有限公司、清大学习吧有限公司、乐学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

司、童真童画美术培训学校、祝博士培训学校有限公司、博

特教育培训有限公司、新启航培训学校有限公司、立志优学

培训学校、宏博培训学校有限公司、领航教育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心舞飞扬舞蹈培训有限公司、思逸语言艺术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话筒星播音主持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筝韵古

筝艺术培训有限公司、卡酷科教培训学校有限公司、励志文

武培训学校有限公司、南有新田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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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属七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瀚

林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潘斯舞蹈艺术培训有限公司、多

米诺舞蹈培训学校有限公司、新普英语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艺梦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梦之舞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

司、AT 绘智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艺树演艺中心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天演跆拳道培训学校有限公司、星光舞蹈艺术培

训学校有限公司、红舞鞋舞蹈培训学校有限公司、艺趣美术

培训学校有限公司、博睿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弘扬跆拳

道培训学校有限公司、玉之源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博瑞

跆拳道培训学校有限公司、橙艺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上

艺美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巧学妙记全脑记忆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扬光育才培训学校、快乐作文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3.基本合格单位（6 所）：小桔灯作文培训学校有限公

司、天天向上培训学校有限公司、博砚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金点英语学校有限公司、百分百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李

阳疯狂英语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三、民办幼儿园（111 所）

（一）城区幼儿园（73 所）

1.优秀单位（10 所）：蒂伊幼儿园、金宝贝幼儿园、亲

亲宝贝幼儿园、红星幼儿园、诺贝尔幼儿园、跨世纪幼儿园、

喜洋洋幼儿园、ABC 幼儿园、皇家贝贝幼儿园、朵朵乐幼儿

园

2.合格单位（59 所）：小荷尖尖幼儿园、清华源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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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龙珠幼儿园、祥丰幼儿园、金色童颜幼儿园、未来星幼儿

园、春田花花幼儿园、金苹果幼儿园、明星幼儿园、太阳岛

幼儿园、福娃幼儿园、朝阳幼儿园、天才幼儿园、天骄幼儿

园、快乐宝贝幼儿园、新阳光幼儿园、天天乐幼儿园、阳光

幼儿园、群星幼儿园、太子龙幼儿园、绿光幼儿园、剑桥幼

儿园、贝贝幼儿园、金鹰幼儿园、新育才幼儿园、启明星幼

儿园、超越幼儿园、金海贝幼儿园、步步高幼儿园、锦秀国

学幼儿园、七彩阳光幼儿园、神童幼儿园、娃哈哈幼儿园、

红果果幼儿园、小金童幼儿园、双碧幼儿园、小哈佛幼儿园、

金色摇篮幼儿园、爱心幼儿园、宝宝爱幼儿园、盛世龙岸幼

儿园、小博士幼儿园、芭学园幼儿园、明珠幼儿园、向日葵

幼儿园、智多星幼儿园、朵朵乐幼儿园、蓝天幼儿园、新天

地幼儿园、小太阳幼儿园、天天向上幼儿园、启航幼儿园、

金灿灿幼儿园、金贝乐幼儿园、快乐童年幼儿园、金果果幼

儿园、艺智乐幼儿园、艺童幼儿园、苗苗幼儿园、海之蓝幼

儿园

3.基本合格单位（4 所）：文华幼儿园、东门桥幼儿园、

滨河幼儿园、爱尚幼儿园

(二)乡镇幼儿园（38 所）

1.优秀单位（5 所）：蓝精灵幼儿园、中兴幼儿园、金

色摇篮幼儿园、群跃幼儿园、红黄蓝幼儿园

2.合格单位（27 所）：小天鹅幼儿园、星福幼儿园、

天姿幼儿园、太阳心幼儿园、童星幼儿园、娃哈哈幼儿园、

彭梓城幼儿园、童心幼儿园、洞心幼儿园、世界天娇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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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贝贝幼儿园、金盆圩幼儿园、欣欣幼儿园、三井圩幼儿园、

精英幼儿园、地头幼儿园、宏发圩幼儿园、智慧树幼儿园、

童乐幼儿园、小精灵幼儿园、博怡雅幼儿园、三千圩幼儿园、

大风车幼儿园、阳光幼儿园、龙溪幼儿园、金太阳幼儿园、

星星幼儿园

3.基本合格单位（6 所）：清水湾幼儿园、育才幼儿园、

小乖乖幼儿园、塘罗幼儿园、徐家铺幼儿园、乐而乐幼儿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