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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一、江苏省文明校园是指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精神文明建设成效突出，在全省具有一定示范意义的学校。 

二、本测评细则依据教育部、中央文明办发布的《中学文明校园标准》制定，适用于普通中学、中等职业学校，

九年一贯制学校等参照此测评细则。 

三、测评细则共设领导班子建设、思想道德教育、活动阵地建设、教师队伍建设、校园文化建设、校园环境建

设 6 个项目，28 项内容，总分 100 分。 

四、测评主要采取实地考察、材料审核、问卷调查三种方法。材料审核主要从网上在线平台或学校现有档案中

（纸质、电子文档均可）调取；调查问卷随机发放不少于 50 份，对象为学校师生。 

五、申报前三年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申报江苏省文明校园： 

1、领导班子成员有严重违纪、违法事件； 

2、有重大劳资纠纷、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事故、重大不诚信事件； 

3、有重大校园安全责任事故、重大消防责任事故、重大食物中毒事件； 

4、有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员工违法犯罪案件； 

5、有严重违规办学（办班）、违规招生和违规收费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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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评项目 测评内容 测评要求 分值 测评方式 

1. 领导班子

建设（12分） 

1）积极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

党组织，加强教师党员队伍建设，落实

党建工作责任制。 

1、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党组织建设有方案、有制度、

有活动记录； 
2、有“三会一课”制度并规范执行。 

2 材料审核 

2）坚持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素质教育

要求，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促进学生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办学行为规范。 

1、按国家和省规定开齐开足上好有关课程； 
2、无违规办学、学生负担过重等情况，无经查实的学生

和家长举报问题； 
3、建立科学评价制度，尊重学生个性差异。 

3 材料审核 

3）坚持依法执教，法治观念强，义务

教育学校贯彻落实《义务教育学校管

理标准》。 

认真学习有关法律法规，依法健全学校管理制度，管理

科学规范。 
2 材料审核 

4）完善校长负责制，实行校务会议等

管理制度，贯彻民主集中制，坚持民

主决策学校重大事项。 

1、有校长负责制相关工作制度并有效落实； 
2、落实校务公开； 
3、建立并落实校领导班子服务师生的联系点、谈心及接

待日等制度。 

3 材料审核 

5）注重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形成育人

合力。 

发挥共青团、少先队、学生会、学生社团的作用，引导学

生自我管理或参与学校治理；完善家长委员会，设立学校

开放日，引进家长、社区参与学校治理。 
2 材料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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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评项目 测评内容 测评要求 分值 测评方式 

2. 思想道德

教育（22 分） 

1）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实

践，推动核心价值观进教材、进课堂、

进头脑。 

1、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有机融入学科教学、校本

课程、团队活动和课外活动； 
2、遵循学生身心特点和成长规律，设计多种载体和形式，

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教育实践活动； 
3、运用校园广播、网络、宣传栏、黑板报等多种形式，

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 
4、学生了解并在日常行为习惯中体现核心价值观要求。 

5 
实地考察

材料审核 
问卷调查 

2）组织好“我的中国梦”系列主题教育

实践活动。 

1、充分利用重要时间节点，组织开展“我的梦，中国梦”、
“网上祭英烈”、“童心向党”、“向国旗敬礼”等活动； 
2、组织开展学习和争当美德少年活动。 

3 材料审核 

3）加强学校德育体系建设，把思想道

德教育融入教育教学各个环节和学生

学习生活各个方面。 

1、科学设置并落实德育课程； 
2、深化学科德育研究； 
3、利用德育课程、升国旗仪式、团队活动、主题班会等

开展道德教育实践； 
4、加强法制教育，引导学生学法、知法、守法。 

3 材料审核 

4）落实《中小学生守则》，加强“八礼

四仪”养成教育。 

1、校园公共空间有浓厚的宣传氛围，并运用黑板报、文

化墙、宣传栏、校园网等载体宣传“八礼四仪”；  
2、进校本教材、进课程，有相关教育读本，常态化、多

形式开展教育实践活动； 
3、学生知晓率高并自觉践行。 

5 
实地考察

材料审核 
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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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评项目 测评内容 测评要求 分值 测评方式 

2. 思想道德

教育（22 分） 

5）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培养学生

阳光心态、健康人格。 

1、落实《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2012年修订）》，

开设心理健康课程； 
2、落实教育部《中小学心理辅导室建设指南》，有专用

心理咨询室，有专兼职心理咨询教师； 
3、科学开展心理健康辅导，有计划、有制度、有活动记录。 

2 
材料审核 
实地考察 

6）中等职业学校把提高职业技能和培

养职业精神高度融合。（此项其他中学

视同符合） 

落实《中等职业学校德育大纲（2014年修订）》和《中等

职业学校学生公约》，有体现提高职业技能和培养职业精

神相融合的相关制度规范，有开展相关活动的记录。 
2 材料审核 

7）按照国家和省规范要求加强劳动教

育。 

1、劳动教育的时间、师资、经费、场地、设备等有效落实； 
2、学生“四从”劳动教育成效明显（上学从自己背书包做

起，在家从力所能及的家务做起，在校从卫生保洁做起，

在外从志愿服务做起）。 

2 材料审核 

3. 活动阵地

建设（18分） 

1）建设书香校园，引导学生多读优秀

课外书籍。 

1、学校有图书馆（室）、阅览室，生均图书册数符合相

关规定； 
2、教室有图书角，图书定期更新； 
3、开展各类读书活动，阅读氛围浓厚。 

4 实地考察 

2）发挥校园各类宣传阵地载体的作

用，拓展育人渠道和空间。 

1、校园板报、班级板报、宣传橱窗内容丰富，定期

更新，定期评比； 
2、教室走廊、墙壁、校园文化墙等载体教育氛围浓厚； 
3、校园广播站、电视台、校报校刊和团队教室、校

史陈列室、荣誉室等各类阵地作用得到有效发挥。 

4 实地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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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评项目 测评内容 测评要求 分值 测评方式 

3. 活动阵地

建设（18分） 

3）加强校园网络建设，打造学校对内

对外宣传交流互动的网络平台。 

1、校园网络健全、畅通，使用情况良好； 
2、学校有教学资源、对外宣传、家校沟通、师生互动的

网络平台，并定期更新相关内容。 
3 实地考察 

4）加强团支部、学生会活动设施与场

所的建设与管理，营造特色鲜明的社

团活动环境。 

1、有专门活动场所，设施设备齐全； 
2、管理制度完善，定期开展活动，主题鲜明，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 
3 实地考察 

5）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运行、管理

规范有序。（如无中央、省支持项目，

此项工作视同符合） 

1、有年度工作方案、总结以及财务管理、档案管理、安

全管理等制度； 
2、有满足孩子愉悦身心、陶冶情操、培养特长需要的专

门活动场地和功能用房，配置相关设备器材； 
3、有活动课程、专兼职辅导员队伍和相关活动记录。 

4 
实地考察

材料审核 

4. 教师队伍

建设（16 分） 

1）认真落实师德建设要求，扎实开展

师德教育，严格师德管理，提升教师

思想道德素质。 

1、重视师德师风建设，有师德教育具体方案、有落实举

措，教师熟知并践行核心价值观，以自身言行为学生作

示范； 
2、健全教师管理制度，完善教师考核评价机制，将师德

表现作为教师评价考核、聘任（聘用）的首要内容； 
3、无教师体罚学生，违规补课和有偿家教等情况。 

8 
材料审核 
问卷调查 

2）定期组织师资培训，制定教师专业

成长规划，不断更新教师教育观念和

知识结构，提高教师教学水平。 

1、教师培训制度、培训规划健全，并得到落实； 
2、正常开展校本教研，教师专业水平和教学能力明显提

高。 
4 材料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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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评项目 测评内容 测评要求 分值 测评方式 

4.教师队伍

建设（16 分） 

3）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工作环境和

生活环境，形成结构合理，梯次发展

的教师队伍。 

重视班主任、骨干教师的成长，注重年轻教师队伍的培

养，有相关政策制度、激励措施、培养计划，并有效落

实。 
4 材料审核 

5. 校园文化

建设（16 分） 

1）建设优良校风、教风、学风，激励

学生爱学校、爱学习、共建校园文明。 

1、校风、教风、学风建设有明确目标、具体措施，师生

广泛认同并自觉追求； 
2、开展文明班级、文明宿舍等创建活动。 

5 
实地考察

材料审核 

2）体现德育、智育、体育、美育要求，

精心设计和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校园

文化活动。 

1、经常开展劳动技能、科学普及、文娱体育、中职“文
明风采”竞赛等校园文化活动，内容丰富、特色鲜明、吸

引力强； 
2、注重诗教乐教，开展高雅艺术和优秀诗歌、歌曲、戏

剧戏曲等进校园活动；实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计划，开

展“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及经典阅读诵读等活动； 
3、传播志愿服务文化，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 

6 
材料审核

问卷考察 

3）积极拓展校园文化建设的新载体，

发挥网络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1、引导学生文明上网、绿色上网，积极参与“阳光网络

伴我成长”、“争做网络文明使者”等活动，不进入营业性

网吧，不沉迷网络游戏；  
2、在校园网络主网页上有校园文化建设专栏，有相关活

动介绍。 

5 实地考察 

 — 7 — 



 

测评项目 测评内容 测评要求 分值 测评方式 

6. 校园环境

建设（16 分） 

1）做好教学设施规划管理使用。 
校园教学、文化、体育、科技等活动场所布局合理、设

施齐全，管理有序，使用正常。 
3 实地考察 

2）建设美丽校园。 

1、做好校园净化、绿化、美化工作； 
2、自然景观、人文景观错落有致，校园建筑和绿化能体

现教育价值、课程意识和相关教学内容，使用功能、审

美功能和教育功能和谐统一。 

3 实地考察 

3）加强安全教育，强化校园治安综合

治理工作，确保校园安全、稳定。 

1、校园安全制度健全、措施落实，特别是校内食宿安全

保障全面到位； 
2、常态化开展师生安全教育，定期排查校园安全隐患； 
3、建立学校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并组织演练； 
4、开展文明交通进校园活动。 

4 
实地考察

材料审核 

4）整治学校周边环境，维护校园周边

良好秩序。 

1、校园周边200米内无网吧、电子游戏室等场所，无歌

舞厅等娱乐场所；  
2、学校大门周边环境整洁，没有社会闲杂车辆； 
3、校园周边无从事非法经营活动的游商和无证照摊点，

无“三无食品”，无恐怖迷信低俗的玩具、文具、饰品和

出版物销售。 

4 实地考察 

5）深入开展环境教育和节约教育，引

导师生树立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意

识，培育节约资源的良好风尚。 

环境教育和节约教育纳入教育教学内容，组织开展形式

多样的主题实践活动，效果明显。 
2 材料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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