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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调动乡镇（街道）履行教育职责的积极性、主动性，建立健
全乡镇（街道）履行教育职责督导考核机制，我市在 2019 年正式启动履
行教育职责成效明显乡镇推荐工作。经辖市区推荐，市政府教育督导委
员会办公室材料审核、现场随机视导核查，确定溧阳市南渡镇、金坛区朱
林镇、武进区洛阳镇等 15 个乡镇（街道）为我市首届履行教育职责成效
明显乡镇（街道）。

全市各乡镇（街道）将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着力强化公共服务职能，
进一步巩固提高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质量和水平，
进一步聚力治理校园周边环境，积极筹措经费，加
强校园安全，改善教育生态，创造更加浓厚的尊师
重教氛围，推进常州教育高质量发展。

我市我市1515个乡镇获评首届履行教育职责成效明显乡镇个乡镇获评首届履行教育职责成效明显乡镇（（街道街道））

强化公共服务职能强化公共服务职能，，推进常州教育高质量发展推进常州教育高质量发展

南渡镇现有幼儿园1所、小学4所、初
中2所、高中1所，已建成融合教育资源中
心2个，达省标的社区教育中心1个。

2019 年 筹 措 资 金 5500 多 万 元 ，
加 大 力 度 改 善 南 渡 初 级 中 学 基 本 办
学条件；财政预算共投入 200 多万元，
用于资助各学校的重点项目、设备添
置、环境改善和文化打造等方面。成
立南渡镇小学教育集团，引领区域小
学教育高位发展。

开展法治宣传进校园及学校周边环
境综合治理工作，学校和师生合法权益
得到保护。积极开展校外培训机构整
治，建立校外培训机构治理长效机制。

联系 9 家企业出资 11 万元，对 7 所
学校进行走访慰问。南渡新时代实践所
成立以来，“下农田、知农事、感农恩”等活
动开展的如火如荼。小渡说基金、五星育
才基金等借助南渡心愿树爱心工作站平
台，资助辖区内特殊儿童200多人次。

溧阳市南渡镇

溧城街道现有幼儿园28所、小学11
所、初中6所、高中3所，已建成融合教育
资源中心3个，达省标的社区教育中心1
个。

合力打造光华高中、燕山中学新建
等市属重点项目，省溧中附中成功创建
常州市“新优质学校”。金峰新城社区新
建省标准化社区教育中心1所。

辖区派出所坚持在学生上下学时段
到学校周边维持秩序，确保学生平安出

入。定期开展中小学、幼儿园校园安全
检查、安全演练，常州市平安校园创建率
达100%。

加强对校外培训机构的专项整治。
会同相关部门开展联合执法，对 394 家
校外培训机构进行规范整治，关停取缔
180家；其中，整改完成领取办学许可证
并继续开展学科类培训的10家，现已全
部纳入常州市校外培训机构白名单。

溧阳市溧城街道

埭头镇现有幼儿园 1 所、小学 2 所、
初中 1 所、高中 1 所，已建成融合教育资
源中心 2 个，达省标的社区教育中心 1
个。

镇政府积极实施“教育强镇”战略，
2019 年共投入 8000 多万元，用于埭头
中心幼儿园和埭头中学学生宿舍建设。

积极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建立健全
中小学幼儿园安全风险防控机制，创造
有 利 于 教 育 发 展 的 良 好 生 态 环 境 。

2019 年协调做好校园周边环境整治等
工作20余次；积极开展校外培训机构整
治，会同工商、公安、消防、城管等部门对
社会培训机构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
要求整改。

加 强 关 心 关 怀 ，提 高 服 务 能 力 。
2019 年，镇财政投入 30 多万元，支持和
帮助学校改善教职工待遇，做好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助学工作，全镇无适龄儿童
少年因经济、生活困难而失学。

溧阳市埭头镇

朱林镇现有 3 所幼儿园、3 所小学、
2所初中，融合教育资源中心1个，达省
标的社区教育中心1个。

出台《朱林镇“教育资源品质提升”
实施意见的通知》，成立朱林镇“教育资
源品质提升”领导小组。对辖区内学校
年度考核、学校管理团队和优秀教师团
队等进行综合考核奖励，极大提升学校
主动发展力度和教师专业发展水平，
2019年专项奖励资金达10余万元。

注重以“警校共育”“平安校园创建
活动”为载体，整治校园周边环境。开展
校外培训机构综合整治，全镇无证无照
开展中小学学科类培训机构全部取缔。

朱林中心小学获全国青少年校园足
球特色学校荣誉称号；朱林社区教育中
心获省标准化社区教育中心、省教育服
务“三农”高水平示范基地荣誉称号；朱
林镇先后获全国社区教育示范镇、常州
市数字化先行区乡镇等荣誉称号。

金坛区朱林镇

西城街道现有幼儿园8所、小学5所、
九年一贯制学校1所、高中1所，融合教育资
源中心1个，省标准化社区教育中心1个。

街道全力保障教育基础设施建设，
着力推进河海大学金坛校区、良常中小
学地块拆迁清障；常胜小学改扩建二期
工程顺利峻工，西城实验幼儿园和九洲
里幼儿园投入使用。

出台《西城街道教育教学工作奖励办
法》，表彰教育工作先进集体和教师。西

城实验小学大力推进阅读课程建设，金坛
第四中学立足艺术课程特色。社区教育
中心高位启航，村、居民学校全面覆盖，先
后成功创建市学前教育示范街道、市社区
教育示范街道。

聚焦问题导向，持续对91家校外培
训机构开展专项治理，通过强化组织领
导、强化长效管理、强化服务供给等举措，
齐抓共管，形成合力，积极推动教育民生
服务和教育事业发展更加优质高效。

金坛区西城街道

洛阳镇现有幼儿园3所、小学2所、初
中1所、高中1所，已建成融合教育资源中
心2个，达省标的社区教育中心1个。

重点围绕提升教育水平、优化教学
环境、提升办学特色进行系统性规划布
局，把教育工作纳入全镇重点工作进行
统筹安排。2019 年教育预算经费支出
1.2亿元。

2019 年完成洛阳中心小学日新体
艺馆建设、洛阳初中学生宿舍楼和运动
场建设、戴溪小学笼式足球场和楹联基

地建设和洛阳高中学生宿舍楼的扩容建
设。强化洛阳成校“校企合作”办学模
式，洛阳初中加入星辰教育集团。

成立“洛阳中心小学学生活动中心”
千万光彩基金，爱心企业家累计募资
1200 余万元。发动地方企业成立专项
奖教基金，南方通信、洛凯机电、常美医
疗等企业纷纷与各校成立专项奖教基
金，年奖教基金总数达500万元，用于表
彰优秀师生、资助贫困学生及支持特色
办学。

武进区洛阳镇

湖塘镇现有幼儿园 19 所、小学 11
所、初中 5 所，高中 1 所，已建成融合教
育资源中心 4 个，达省标的社区教育中
心1个。

2019 年，投入 750 万元用于改善办
学条件、添置教学设施；安排 80 万元用
于优化师资队伍建设；开展六一儿童节、
教师节走访活动，为学校送去65万元慰
问金。镇商会成立“奖教基金”，每年捐
资 100 万元用于扶持教育事业，建立马

杭、鸣凰2个专项基金会。
挖掘学校内涵，形成一园一特色、一

园一品牌的特色办学模式；加强“尚学湖
塘”品牌建设，推进社区教育良性发展。
以评选“最美幼儿教师”“最美保育员”为
主题，深化师德师风建设；推行优秀幼儿
教师库工作，建立入库教师奖励和淘汰
机制，留住优秀人才。推行简易托幼园
所和校外培训机构整治工作长效管理，
创造有利于教育发展的良好生态环境。

武进区湖塘镇

奔牛镇现有幼儿园 5 所、小学 2 所、
初中 2 所、高中 1 所、职业技工学校 1 所，
已建成融合教育资源中心5个，达省标的
社区教育中心1个。

坚持错位发展、教育优先的战略定
位，教育经费纳入公共财政预算，逐年提
高。深化综合治理方案，职能部门、驻地
村（社区）等形成联动机制，全力保障学生
安全学习环境。

积极筹措教育资金，强化经费保障。

2019 年镇教育支出达到 3960 万元，奖励
学校金额达 115 万元。成立常州市银杏
教育基金会，筹资近1500万元，支持学校
改善办学条件，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辖区幼儿园均为省级优质，奔牛实验
小学通过市新优质学校评估。2019 年，
接纳流动就业创业人员随迁子女 250 余
人入学，努力保障外来子女享受优质均衡
义务教育。社区教育覆盖面广，被评为全
国社区教育示范街道（乡镇）。

新北区奔牛镇

新桥镇现有幼儿园 5 所、小学 2 所、
初中 1 所、高中 1 所、高职院校 3 所、大学
1所，已建成融合教育资源中心1个，达省
标的社区教育中心1个。

教育经费支出占全镇财政支出的比
重不断提高，2019 年占比达 44.3%（含新
桥二小、新龙湖幼儿园部分基建费用），重
点在学校的基建维修、装备提升、文化建
设等方面给予全力支持。推进新桥二小

顺利投用，新增学位 2700 个；投资 8000
万元建设新龙湖幼儿园；结合土地出让情
况，布局规划 7 所学校，涵盖中小学和幼
儿园。“心桥”公益基金会大力表彰优秀教
师，尊师重教氛围更加浓厚。

成立校园及周边综合治理领导小组，
联合镇派出所、城管、市场监管等部门，对
中小学幼儿园安全工作开展联合检查整
治，确保校园内外安全有序。

新北区新桥镇

雕庄街道现有幼儿园 2 所、小学 2
所、初中1所，已建成融合教育资源中心2
个，达省标的社区教育中心1个。

区、街道投资 1.49 亿元，启动正衡中
学天宁分校新校建设，努力打造现代化的
一流新校园。2019 年，辖区 2 所幼儿园
财政保障投入 473 万元，增长 143.5%；支
持辖区2所小学、1所中学校舍改造、设施
更新投入183万元。

完善出台《帮困助学管理制度》和《优

秀学子奖励制度》，确保学前教育到高等
教育帮困助学和优秀学生奖励全覆盖。

举办校外辅导站、萌宝乐园、绘本阅
读等项目，开展非遗进校园、企业家进校
园、智青春项目进校园等活动，促进学校
与街道、社区同频共振、共同发展。联合
公安、城管、交警等部门，长效整治违规办
学、校园周边环境，关停无证无照培训机
构3家、取缔非法办园2家。

天宁区雕庄街道

青龙街道现有幼儿园 6 所、小学 4
所、初中 1 所，已建成融合教育资源中心
2个，达省标的社区教育中心1个。

常州市第二实验小学翰学校区、凯斯
幼儿园和常州市机关幼儿园投入使用，青
竹苑幼儿园顺利开工建设；东风幼儿园、
国王国际学校、教育小镇均已纳入教育建
设规划，区域教育资源优势日渐明显。

2019 年，为辖区学校投入资金共计
466.9万元，提升辖区幼儿园、中小学办学

条件。
以街道文体活动中心为社区教育主

阵地，线上线下多渠道开展教育活动。“老
龄课堂”品牌获市社区教育特色品牌培育
评审一般立项。天宁区老年大学青龙分
校正式成立，全年开设舞蹈、模特、太极等
共计20个班，共招收556名学员。

全面加强校园安全风险防控体系建设，
2019年对辖区内67家培训机构实行检查
全覆盖，确保街道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稳定。

天宁区青龙街道

北港街道现有幼儿园 5 所、小学 2
所、初中 2 所、高中 1 所，已建成融合教育
资源中心 1 个，达省标的社区教育中心 1
个。

将教育经费纳入街道公共财政预算，
2019 教育领域投入共计 1242.88 万元。
截至2019年底，辖区内市学科带头人、市
骨干教师、市教学能手和市教坛新秀共计
95人。

引导学校建立校园安全风险防控机
制，设置 10 个护学岗，全年开展护学 250

次。创设“青枫课堂”社区教育品牌，终身
学习蔚然成风。创成常州市社区教育数
字化学习示范街道。

成立“青枫汇善”慈善基金，为辖区内
困难学生家庭提供助学补助，每户不低于
3000 元。整合社会资源成立“幸福北港
益起来”公益联盟，20 余家成员单位合力
筹集资金，为 13 名辖区内的困境儿童发
放助学金，并提供晚托、科普教育、阅读营
等公益服务30余场。

钟楼区北港街道

新闸街道现有幼儿园 4 所、小学 1
所、初中 1 所、九年一贯制民办学校 1 所，
已建成融合教育资源中心1个，达省标的
社区教育中心1个。

制订街道教育工作三年发展规划，总
投资2000万元的鸣珂巷幼教集团荷源幼
儿园建成并开始招生。2020 年，街道还
将出资2500万元新建芮家塘幼儿园。成
立大学新生奖励基金，连续发放10年，累
计66万元。

新闸中心小学被评为2019年度全国
青少年人工智能活动特色单位，并顺利通
过市新优质学校创建。社区教育亮点纷
呈，形成“荷文化”特色品牌，斩获全国社
区教育实验项目、常州市终身学习品牌。

深入开展“平安校园”创建，建立全覆
盖的安全防护体系，统一安装视频监控。
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定期综合整治、联合
检查，多所学校获得“钟楼区学校安全工
作先进集体”称号。

钟楼区新闸街道

横山桥镇现有幼儿园 6 所、小学 3
所、初中 2 所、高中 1 所,融合教育资源中
心3个，省达标社区教育中心1个。

2019 年，镇财政预算在保障教育各
类经费的基础上，新增自有资金 1250 余
万元用于教育设施设备购置和提档，引进
优质学前教育品牌及优秀团队。横山桥
小学被评为常州市新优质学校；新安小学
创建全国首家“新教育乡村阅读站”；芙蓉
幼儿园成功通过省示范幼儿园复评；横山

桥山水实验幼儿园（民办普惠）、新安国际
园（民办）正式开园。芙蓉安置区配建幼
儿园加紧选址；芙蓉初中改扩建设计方案
和新安小学提升工程即将全面启动。

芙蓉小学每年用“和美教育”光彩基
金理财利息助学；江南实业集团、镇商会
分别为新安国际园捐献购置60万元的课
桌椅和60万元的大型户外玩具；六一儿童
节期间，相关村和企业为全镇小学、幼儿
园送去助学金（学习用具）共计57万元。

经开区横山桥镇

横林镇现有幼儿园 4 所、小学 4 所、
民办小学 1 所、初中 1 所、高中 1 所，融
合教育资源中心 3 个，省标社区教育中
心 1 个。

新建横林小学、改扩建崔桥小学、横
林中学提档升级等，总投资超 2 亿元，占
当年度镇财政资金三分之一。

打造“横林教育基金”品牌，基金总量
达2000余万元。举办“天启杯”首届教育
英才嘉奖活动，奖励总额达10余万元。

多点布局，做“全”学前教育，引进宋
庆龄基金合作办园，弥补横林镇学前教育
中高端的短板。

深化内涵发展，提升办学特色,凸现
一校一品。横林初中以科技引领未来；崔
桥小学致力培养“健康、尚善、智慧、健行
的时代少年”，体育竞技屡获殊荣；横林中
心小学着力打造红色文化，弘扬仲云精
神；横林实验小学倡导“安尚文化”，书法
特色更是一绝。

经开区横林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