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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教发〔2022〕50号 

 

 

各类学校、幼儿园、直属事业单位： 

根据市教体局《关于印发〈江油市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

能力提升工程 2.0实施方案〉的通知》（江教体发〔2020〕90号）

文件精神，现将相关工作安排如下，请遵照执行。 

一、培训项目 

（一）全员培训 

全市所有学校（包括幼儿园、直属事业单位）的全体教师，

全员参加中小学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 2.0的线上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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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配套培训 

1.基于信息化领导力的市、校级管理团队培训，简称：管理

团队培训； 

2.基于信息技术应用及学科融合指导的市、校级培训团队培

训，简称：培训团队培训； 

3.基于信息技术微能力点测评及学校整体推进的校本研修

效果考核的考核测评团队培训，简称：测评团队培训； 

4.基于两个省管理平台，一个项目线上培训专用平台（以下

简称：培训平台），基于提升工程 2.0学校日常管理的校级管理员

培训，简称：校管理员培训。 

二、实施时间 

自即日起，至 2022年 12月 31日，全部完成提升工程 2.0相

关任务。 

三、阶段任务 

（一）项目启动阶段 

时间：2022年 5月 13日－2022年 6月上旬。 

此阶段主要任务是开展市、校级团队建设，这是能力提升工

程整校推进的基础和保障。 

1.建立项目支持团队。 

各单位务必在 2022年 5月 20日前建立相关团队，并填报以

下团队信息。 

（1）校级管理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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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建由校长（园长）领衔，教学主任、骨干教师、校管理员

构成的学校信息化管理团队。 

（2）建立市、校级培训团队。 

市教育发展中心将选聘学科教研员、学科骨干教师以及域外

专家组建江油市级培训团队； 

教师总数达到 30人的单位，组建由学校分管领导、信息技术

骨干教师、学科骨干教师、校管理员等成员构成的培训团队。 

教师总数不足 30人的单位，培训团队由单位管理团队兼任。 

（3）建立市、校级考核评测团队。 

市教育发展中心将在市级管理团队、培训团队、域外专家中

选聘成员组成市级测评团队。 

学校测评团队由校管理团队成员直接兼任。对于教师总数达

到 30人的单位，可以单独建立单位测评团队。 

（4）建立校管理员团队。 

根据工作需要，各单位选聘工作负责、熟悉计算机及网络操

作的教师担任校管理员。具体负责原四川省教育资源公共服务管

理平台，现四川省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以下简称：省智慧教育

平台）、四川省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 2.0 管理

平台（以下简称：省提升工程平台），培训平台的日常管理、维护

以及提升工程学校日常管理工作。 

2.省智慧教育平台维护。 

本次提升工程参培教师信息均由省提升工程平台直接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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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教育平台中获取数据，而且以后所有国培、省培项目人员信

息均从此平台获取，因此需要对省智慧教育平台（原四川省教育

资源公共服务管理平台）中的数据进行全面维护，同时要求各单

位对省智慧教育平台进行常态化管理和维护，确保以后各项省级

培训项目顺利实施。 

（1）机构信息维护。 

①单位新增、拆并。 

请相关单位管理员在我市提升工程管理 QQ 群下载新增、拆

并单位信息登记表，填写好后以单位名称命名，并在 2022年 5月

20 日前通过 QQ 邮箱报送。汇总后向上级报告，由省智慧教育平

台管理人员审核并进行技术处理。 

特别说明：对于已经关闭（撤销）的单位由市项目办与省智

慧教育平台管理人员审核并关闭。 

对于三所分校（五星、龙头、德胜）、两所校区（铜星、新春）

是否合并成校区，或单独建立单位，由市项目办与省智慧教育平

台管理人员沟通后处理并通知。 

②单位名称更改。 

请各单位管理员迅速登陆省智慧教育平台，检查各自单位名

称信息，若存在错误或需变更，请直接修改。 

特别说明：原江油市教师进修学校，由市成教中心管理员进

行单位名称变更，修改为：江油市成人教育中心；原江油市教育

研究室由市教育发展中心管理员进行单位名称变更，修改为：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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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市教育发展中心。 

（2）教师信息维护。 

①填报全市教师任课信息表。 

请在我市提升工程 QQ 管理群内下载全市教师任课信息表，

准确填报相关信息并于 2022年 5月 30日前上报。 

②离职、调离、退休、死亡人员信息清理。 

登陆省智慧教育平台，认真核验各单位已有人员信息，对此

类人员进行账号停用，删除其基础信息。 

③调动人员信息处理。 

非本单位教师，由单位管理员或教师个人登陆省智慧教育平

台执行教师调动操作。 

④未录入人员信息处理。 

由单位管理员新增教师校验信息，通知教师进入省智慧教育

平台，完成账号注册，并激活账号。 

⑤未激活账号人员信息处理。 

请单位管理员在省智慧教育平台检查已录入校验信息，但教

师未激活账号人员情况原因，指导教师登陆并激活账号。 

⑥人才库内教师信息的处理。 

通知相关教师，使用通用密码：Sc123456登陆省智慧教育平

台，完成单位调动操作。 

⑦借调、抽调、支教教师单位信息处理。 

由于提升工程 2.0培训模式与此前 1.0等全员培训方式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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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提升工程 2.0 的培训考核测评是以教师个人对 30 个微能力

点的学习合格，测评通过，在此基础上对学校整校开展校本研修

信息化管理及信息技术应用进行考核测评，在个人合格、单位通

过的基础上认定学校整校推进合格，视为培训合格。因此拟建立

“江油市教育和体育局机关”单位（机构），对借调局机关工作的

教师，全部划入此单位参加培训。建立江油市教育和体育局机关

单位（机构）由市项目办与省智慧教育平台管理人员沟通处理。 

对其他借用、抽调等人员，由教师现所在单位管理。 

对支教或其他原因抽离（江油市外或教育系统外）等教师人

员，由教师原所在单位管理。 

3.参加绵阳市启动大会及团队引领培训。 

2022 年 5 月 15 日－5 月 18 日，绵阳市将举行提升工程 2.0

启动大会及团队引领培训。 

（1）线上培训参加人员及观看方式。 

各校管理团队、培训团队、测

评团队成员在单位通过远程方式参

加在线培训直播。 

会议及培训二维码： 

（2）线下培训参培人员。 

盛雄 市教体局副局长； 

黄俊荣 市教育发展中心主任； 

李果 市教育发展中心师培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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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本胜 市教育发展中心教师，马兴 市教育发展中心教师，

李定游 市教仪站教师，樊强 世纪奥桥小学教师，严大华 新兴小

学教师，李娟 江油外国语学校初中部教师，朱萍 江油一中教师。 

报到时间：2022年 5月 15日 14:00－18:00； 

报到、培训地点：东津酒店六楼一号会议室（绵阳市游仙区

东津路 45号）。 

由于疫情防控要求，请各单位迅速通知所有参加线下培训的

教师，提前做好核酸检测，参加培训时全程佩戴口罩，查验 24小

时内核酸检测报告，务必做好防疫工作。 

4.市提升工程 2.0启动大会。 

时间：2022年 6月上旬。 

（二）配套培训阶段 

时间：2022年 6月－10月。 

本阶段主要任务是对我市相关团队进行集中培训，编制全市

整校推进实施方案，编制教师个人及单位考核测评办法。 

1.团队集中培训。 

2022年 6月上旬，组织全市管理团队集中培训； 

2022年 6月中旬，组织校管理员集中培训； 

2022年 6月下旬，组织培训团队集中培训； 

2022年 9月中下旬，组织测评团队集中培训。 

2.编制整校推进实施方案。 

学校信息化发展规划和整校推进方案是本校开展能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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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的依据。制定发展规划和整校推进方案对于学校落实自主规

划、自主管理、自主研修、自主应用具有重要作用和意义，学校

应根据自身办学现状，立足学校信息化教学环境、教师队伍发展

现状，突出问题导向，制定目标明确、定位适切、符合校情、有

针对性、可操作的学校信息化发展规划和整校推进实施方案。于

2022年 7月 10日前完成编制并上报。 

江油市项目办将在 2022 年 8 月中下旬发布全市整校推进实

施方案。 

3.编制教师个人及单位考核测评办法。 

市项目办将在 2022 年 8 月中旬发布教师个人及单位考核测

评办法，各校参照此办法编制校级考核测评办法，并于 2022年 9

月 5日前上报。 

（三）全员培训阶段 

时间：2022年 7月－8月。 

此阶段集中组织全市所有教师线上培训，学习信息技术 30个

微能力知识点，完成线上培训及考核。 

（四）整校推进阶段 

时间：2022年 9月－11月上旬。 

此阶段，所有单位实施整校推进，通过校本研修，结合线上

培训内容进行实践训练。教师个人层面，将线上培训习得的 30个

微能力点全面应用于“学情分析、教学设计、学法指导、学业评价”

四个维度，进行不断的实践和训练，将技术融合于学科教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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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层面，组织教师微能力应用测评，组织技术应用及教学设计

比赛、组织骨干教师示范课及参培教师汇报课活动，组织经验分

享，组织基于信息技术应用的教研组活动及集体备课等校本研修

活动。不断促进全体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不断促进学校

信息化管理水平及学校信息化全面发展。 

在本阶段，市项目办将根据校（园）整校推进工作具体情况

适时开展入校视导，并开展幼儿园、小学、初中、高职中现场示

范活动，全面指导我市提升工程 2.0整校推进工作。 

（五）考核测评阶段 

时间：2022年 11月中旬－12月。 

1.校级考核测评。 

各校在 2022年 11月中旬，完成参培教师个人及学校整校推

进考核测评。 

2.市级考核测评。 

在 2022 年 11 月下旬－2022 年 12 月上旬期间，市项目办将

组织市级测评团队对全市各单位参培教师个人及单位整校推进情

况进行考核测评，确保全市所有教师及单位全部合格。 

3.绵阳考核测评。 

在 2022年 12月上中旬，绵阳市将组织专家团队对我市开展

提升工程 2.0情况进行抽检。 

4.省级考核验收。 

在 2022年 12月，四川省将组织专家对我市实施提升工程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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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验收，并认定江油市是否考核通过。 

（六）项目总结阶段 

时间：2022年 12月－2023年 1月。 

1.各校在 2022 年 12 月 10 日前，报送提升工程 2.0 培训总

结。 

2.市项目办将在 2023 年 1 月适时召开提升工程 2.0 总结表

扬大会，全面总结我市实施提升工程 2.0培训工作。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管理 

各单位要高度重视提升工程 2.0培训的组织与管理，落实管

理人员及职责，严格按照相关要求完成各项阶段任务，确保提升

工程 2.0培训线上学习质量，结合学校校本研修，督促教师实践

应用，扎实开展整校推进各项活动。 

（二）创新活动方式 

根据提升工程 2.0培训内容及教师信息化微能力点测评标准

及学校整体推进考核测评办法要求，各校结合校本研修认真扎实

开展信息化管理、教师信息化微能力应用实践等各项工作，创新

校本研修模式，全面促进我市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水平提升。 

（三）注重资源积累 

各校要做好提升工程 2.0培训日常管理工作，建立提升工程

2.0 培训管理专用纸质及电子档案袋，加强培训过程资料归档管

理，强化培训资源及成果积累；完整收集各阶段活动签到册、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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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册及活动照片、活动宣传报道等过程资料、教师参培完整过程

电子资料。 

（四）严格测评纪律 

由于本轮提升工程全员培训实施方式为两个层面，一是对教

师个人进行微能力点知识与技术培训，二是对学校通过校本研修

组织整校推进，开展校级及教师个人两个层面的应用实践，其考

核测评也是针对两个层面展开，要求整校 100%合格。若出现学校

层面考核测评未通过，该校所有教师培训视为不合格，学校视为

不合格，必须重新对该校进行二轮培训并进行二次考核测评。因

此各单位务必高度重视，抓实校本研修，突出教师应用。 

各校在考核过程中，务必严格执行考核测评标准对参培教师

进行准确评定，杜绝弄虚作假和培训走过场，确保我市提升工程

2.0 培训整体质量。对教师参加培训的考核测评结果进行公示，

准确报送考核测评结果。 

五、联系方式 

（一）管理人员入群 

本轮提升工程 2.0培训，时间紧迫，任务繁重，文件资料交

换频繁，因此各单位管理员务必随时关注相关工作 QQ 群内消息

并落实相关工作。 

通知各校级管理员迅速加入我市提升工程管理 QQ 群。市项

目办将根据工作内容与进度安排，适时建立其他相关工作群，并

通知其它团队成员加入相关工作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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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管理 QQ群及管理员 

1.工作管理 QQ群： 

提升工程（江油），群号 130079576； 

教师教育（江油），群号 49388024。 

2.市项目办分管领导： 

杨强，市教育发展中心副主任，电话：13778036050，教育 V

网：66050，QQ：314935417； 

李果，市教育发展中心师培部长，电话：13778179255，教育

V网：69255，QQ：568261819。 

3.市级管理员： 

邓本胜，市教育发展中心教师，电话：13708112866，教育 V

网：62866，QQ：11173648； 

李定游，市教仪站教师，电话：13980138801，教育 V网号：

6801，QQ：。28665762； 

马兴，市教育发展中心教师，电话：13699629123，教育 V网：

67123，QQ：857048604； 

樊强，世纪奥桥小学教师，电话：15882885634，教育 V网：

65634，QQ：396824522。 

4.文件资料交换 QQ邮箱：11173648@qq.com。 

（三）两个省平台及一个培训平台网址： 

1.四川省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 

https://www.scedu.com.cn/ThirdPortalService/ 

mailto:11173648@qq.com
https://www.scedu.com.cn/ThirdPortal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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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四川省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 2.0 平台： 

https://scnlts.scedu.com.cn/ 

3.培训平台，培训机构正在搭建，完成后统一通知。 

 

 

江油市教育发展中心 

2022年 5月 13日 

 

抄报：绵阳市提升工程 2.0执行办公室，江油市教育和体育局 

江油市教育发展中心 2022年 5月 13日印发 

https://scnlts.scedu.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