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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油 市 教 育 发 展 中 心
江教发【2021】105号

江油市教育发展中心

关于组织2020～2021学年度下期期末初中

小学教学质量监测互派巡视员及五年级网

上阅卷工作的通知

各初中、小学：

根据江教发【2021】103号文件精神，为确保教学质量监

测信度，加强教学质量的监控，经研究，决定在各校抽派1

名副校级领导到同组类学校担任巡视和试卷监管工作；决定

抽调部分六年级任课教师参加教学质量监测的网上阅卷工

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交叉巡视时间

2021年7月2、3日两天（7月1日到场接收试卷）。

二、阅卷时间、地点

7月5日早上8点，六年级阅卷教师准时赶到指定的阅卷

场，阅卷时间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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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语学校：

第一阅卷场：小学语文

第二阅卷场：小学语文 数学

第三阅卷场：小学英语 科学

三、工作要求

1．各校抽派副校级到同组类学校巡视监测工作。《交叉

巡视人员安排表》见附件一。

2．凡抽派的交叉巡视人员要认真履行职责，考试前20

分钟协助组织召开考务会，总结上一堂考务工作。各校互派

的巡视员，要负责监管试卷（特别是五、七、八年级的试卷），

7月1日按时到岗，接收试卷；负责每堂考试前后贴上封条；

负责发放各科监测卷；负责每堂考试的余卷按时收齐入柜；

各校将保险柜的所有钥匙交巡视员保管；7月3日下午考试结

束，各小学将五年级答题卡及时、安全送发展中心扫描；各

初中将七、八年级语文、数学、英语、物理答题卡送发展中

心。7月3日，交叉巡视人员须认真填写《教学质量监测交叉

巡视情况汇报表》（见附件二），将此表（电子文档）上传市

发展中心陶主任邮箱（QQ：1057157201）。教育发展中心将

对派出交叉巡视人员的工作履职情况和该校的组考工作状

况考核到人、到学校，纳入下年度学校的综合考评。

3．小学各学科网上阅卷教师由学校选派（见附件三、四）。

选派的阅卷教师必须工作责任心强，年龄不超过50岁，能熟

练操作计算机；阅卷教师自带有盖的水杯。初一、二阅卷教

师见绵阳通知，按要求派送。

各校选派的阅卷教师名单（分学科）6月16日上报小学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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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阅卷教师，小学报魏老师处（QQ673800673），各校按

分配的名额报阅卷教师须注明姓名、学科、学校、手机全号、

开户行、银行考号。

4．五年级的阅卷工作实行回避制，由六年级任课教师担

任，确有不能回避的，必须报发展中心陶主任处备案。

5．各校交叉巡视、监考及阅卷教师差旅费回原单位报销。

附件：1.2021 年春期末中小学监测各校巡视人员安排表

2.2021 年春期末中小学监测巡视情况汇报表

3.2021 年春期末中小学监测网上阅卷教师推荐表

4.2021 年春期末中小学监测网上阅卷教师分配表

江油市教育发展中心

2021年6月4日

抄报：江油市教育和体育局

江油市教育发展中心 2021年 6月 4日印

mailto:scjylxg@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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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21 年春期末中小学教学质量监测各校交叉巡视人员

安排表

初中（含九年一贯制学校）：

交叉巡视人员

巡视学校派出学校 姓名 职务 联系电话

江油实验校 王 洪 工会主席 615150 华丰初中

江油外国语 葛晓林 副书记 69008 江油实验校

长城实验校本部 宋首云 副校长 610050 江油外国语

华丰初中 龙晓琼 副校长 66936 长实本部

花园路初中 曹永德 副书记 66990 材料所子弟校

中原爱心学校 刘 兵 副校长 15228383660 花园路初中

长实北校区 宋首云 副校长 610050 中原爱心学校

材料所子弟校
汪小舟 副校长 13989279916

长实北校区

小溪坝初中 何军 副校长 61770 新安初中

双河初中 郭天茂 校监委主任 682255 小溪坝初中

彰明中学
李海斌 副校长 65029

双河初中

新安初中 贾林 副校长 6661 彰明中学

青莲初中 李明芬 副校长 610300 武都初中

武都初中 刘勇 副校长 15908221021 太平镇学校

太平镇学校 喻华章 副校长 67088 青莲初中

雁门初中 唐忠国 工会主席 13909013143 含增学校

明镜中学 许晓斌 工会主席 64654 雁门初中

厚坝初中 刘刚 副校长 68227 明镜中学

永胜初中 刘福 副校长 62383 厚坝初中

含增学校 邵岗 工会主席 664819 永胜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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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含九年一贯制学校）：

交叉巡视人员

巡视学校派出学校 姓名 职务 联系电话

敬元小学 王正松 工会主席 66666 枫顺小学

枫顺小学 刘星光 工会主席 67516 文胜小学

文胜小学 杨军 主任 66366 云集小学

云集小学 王一松 工会主席 63712 敬元小学

重兴学校 岳定林 德育主任 13881124860 河口小学

河口小学 魏兴剑 副校长 665533 东安小学

东安小学 敬兴海 工会主席 64512 铜星小学

铜星小学 魏永端 副校长 69390 重兴学校

义新小学 蒲春茂 工会主席 67872 新春小学

新兴小学 强健 副校长 68805 义新小学

新春小学 任力 副校长 64899 新兴小学

贯山小学 魏小强 辅导员 623388 东兴小学

战旗小学 岳 强 工会主席 62603 贯山小学

东兴小学 李强 副校长 68891 战旗小学

阳亭小学 罗其勇 副校长 68888 方水学校

方水学校 曾义国 副校长 68080 含增镇学校

含增镇学校 梁兴明 政教主任 61367 香水小学

香水小学 雷加龙 工会主席 632688 太平三小

太平三小 徐锋 工会主席 65871 阳亭小学

雁门小学 郭新 副校长 68088 双河小学

马角小学 李斌 副校长 61445 雁门小学

重华学校 何小平 副校长 15280929569 马角小学

双河小学 唐兴保 副校长 6618 重华学校

逸夫小学 伍晓梅 副校长 62803 新安小学

新安小学 熊立彬 工会主席 65282 大埝小学

大埝小学 李直明 副校长 68580 龙凤小学

龙凤小学 邓生金 副校长 626852 逸夫小学

八一小学 张永金 副校长 631566 九岭小学

九岭小学 张 莉 副校长 13508113612 青莲小学

青莲小学 王芳 副校长 69980 西屏小学

西屏小学 冯 梅 副校长 64132 八一小学

大康小学 许朝明 工会主席 62693 德胜分校

德胜分校 张艳梅 大队辅导员 62792 五星分校

五星分校 彭春兰 大队辅导员 15884633200 龙头分校

龙头分校 杨益成 大队辅导员 61308 大康小学

太平镇学校 刘必金 副书记 63366 太平二小

太平二小 裴安东 副校长 65571 坚勇实小

坚勇实小 刘益锋 副校长 62150 高新实小

高新实小 欧克龙 工会主席 6980 太平镇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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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白小学 霞罗猛 工会主席 63127 永胜小学

建设路小学 何宇 副校长 639 太白小学

彰明小学 杨德华 副校长 66784 建设路小学

永胜小学 王洪欣 副校长 66391 彰明小学

厚坝小学 石丽 副校长 6841 二郎庙小学

二郎庙小学 蒲俊芳 副校长 64421 小溪坝小学

小溪坝小学 欧正元 副校长 6488 厚坝小学

江油外国语 何 蓉 副校长 66778 花园小学

花园小学 陈应模 副书记 62075 胜利街小学

胜利街小学 车孝华 副书记 64628 诗城小学

诗城小学 冯杰 工会主席 61980 长城实验校

长城实验校 刘必春 副校长 6132 江油外国语

文化街小学 廖荣 副校长 66771 中原爱心校

中原爱心校 杨 红 副校长 65666 世纪奥桥小学

世纪奥桥小学 唐玲 副校长 67188 诗城小学南校

诗城小学南校 王朗 副校长 674388 文化街小学

附件二：

江油市 2021 年春季中小学期末教学质量监测
互派巡视情况汇报表

巡视学校： 巡视员：

项目 不良情况记录

组考

试卷保管

考场设置

考场布置

监考人员工作

（学科、考室）

试卷装订

阅卷

是否集中统一

是否交叉流水

作业

评阅是否规范

复查是否到位

总分是否无误

成绩按时录入是否无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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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2021 年春五年级期末教学质量监测网上阅卷教师推荐表

学科 姓名 任教学科 任教学校 手机全号 开户行 银行卡号

语文

数学

英语

科学

附件四：

2021 年春小学期末教学质量监测网上阅卷教师

名额分配表

五年级：

单位
学科及教师名额

语文 数学 英语 科学

江油外国语 5 2 1 2

长城实验校 5 1 1 1

花园小学 5 1 1 1

诗城小学 5 1 1 1

胜利街小学 5 1 1 1

文化街小学 2 1 1 1

坚勇实小 2 1 1 1

太平镇学校 2 1 1 1

诗城小学南校区 3 1 1 1

厚坝小学 1 1

八一小学

永胜小学 1 1

彰明小学 1 1 1

太白小学 2 1 1

双河小学 1

世纪奥桥小学 2 1 1 1

中原爱心校 2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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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路小学 1 1 1 1

三合小学 1 1 1

逸夫小学 1 1

大康小学

大埝小学

贯山小学

东兴小学

二郎庙小学 1 1

文胜小学

马角小学

云集小学

重兴学校

河口小学

东安小学

小溪坝小学 1

重华学校

铜星小学

雁门小学

敬元小学

石元小学

六合小学

枫顺小学

阳亭小学

青莲小学 1

方水小学

九岭小学

含增学校

太平二小

太平三小

西屏小学 1

香水小学

龙凤小学

义新小学

新安小学 1

新春小学

新兴小学

战旗小学

德胜分校

五星分校

龙头分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