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温名师办〔2022〕3 号

关于开展2020年温州市
名师工作室（站）考核及结业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育局（社会事业局）、海经区综合事务管

理局，市局直属各学校（单位）：

根据温州市教育局办公室《关于印发温州市名师工作室

考核方案的通知》（温教办政〔2011〕55 号），结合工作室

建设工作的实际需要，经研究，决定开展 2020 年温州市名

师工作室（站）考核及结业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考核对象

2020年温州市名师工作站70个和2020年温州市名师工

作室 19 个，合计 89 个工作室。

二、考核及结业工作安排

（一）结业材料上传。

1.工作室（站）总结

各名师工作室（站）撰写培养周期总结（1500 字以内），

要求点面结合，突出本工作室（站）的特色和成效；此外，

各名师工作站需提供设站学校总结（1500 字以内，由设站学

校撰写），要求突出对设站学校或学科组的的引领发展作用。

2、研修历程 PPT

各工作室制作 PPT 文件，转换成 PDF 格式上传(容量不



超过 300MB)。要求突出本工作室的研修特色、研修成效等。

3.工作室成果

汇总培养周期内工作室成员（主持人、助理和学员）的

成果，包括综合荣誉、教学荣誉（课题、论文、讲座、公开

课、专著等）、公益活动、媒体报道等。

4.优秀学员总结

推荐本工作室学员人数的 20%（四舍五入，不含助理）

为优秀学员，被推荐学员撰写 1000 字左右的总结。

以上材料要求于 10 月 21 日之前登录温州名师网首页

“工作室管理”平台填写并提交。（初始账号：姓名+2020，

如张三 2020；初始密码：wzms#2021；登录后请修改密码并

注意保存）

5.经费材料

本批工作室经费报销截止日期为 2022 年 11 月底，要求

于 2022 年 12 月 31 日之前登录温州名师网首页“工作室管

理”平台，以图片形式上传《2 万元名师工作室经费使用会

计明细账簿（2021 年 11 月-2022 年 11 月）》（结余金额为

0），盖财务章，单位负责人和主持人签名。

（二）学分认定。主持人、助理、学员（不含导师）每人

两年共计96学分，具体操作待工作室结业后另行通知。

三、优秀工作室评选

市名师办依据《温州市名师工作室（站）考核评估表（试

行）》（具体见附件），组织专家对各工作室的日常运行及

上传的材料进行综合评价，评出优秀名师工作室(站），并组

织现场经验交流，具体安排另行通知。



市名师办联系人：卢勤老师，电话 85812191。

附件：《温州市名师工作室（站）考核评估表（试行）》

温州市名师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2 年 9 月 20 日



附件

温州市名师工作室（站）考核评估表（试行）

主持人
姓名

工作站（ ）
工作室（ ）

名校长
（ ）
名教师
（ ）
名班主任
（ ）

学段 学科

评估
项目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评价标准 考核
依据

分值 评分

培养
目标
(10 分)

培养
目标
(10 分)

1.工作室（站）定位及目标（包括阶
段目标）清晰合理、有层次、个性化；
培养措施有针对性，可操作性强。

A.工作室（站）定位及目标清
晰合理、有层次、个性化、可
操作性强（8-10 分）
B.工作室（站）定位及目标清
晰、培养可操作性较强（5-7
分）

工作
室
（站）
方案

10

培养
过程

（45分）

过程
管理
(35 分)

2.培养内容系统明确，突出主持人的
特长和学员特点进行培养,实效性
强；理论学习和教学实践能力培养相
结合，注重学员的个性化发展。

A.培养内容系统明确，有主
题、系列培训有系统设计；理
论学习和教学实践能力培养
相结合，注重学员的个性化发
展（8-10 分）
B.培养内容较明确，有主题、
但培训系统性较差，课程有一
定设计尚不够完善（5-7 分）

工作
室
（站）
总结
优秀
学员
总结

10

3.积极开展研修活动，有主题、有通
知、有简讯。每年完成不少于 8次活
动，两年计 16 分；超出部分酌情赋
分。

A.两年完成16次活动计16分
B.两年完成 16 次以上活动，
多 1次加 1分，最高不超过
20 分
C.两年完成 16 次活动，少一
次扣 1 分

查阅
温州
名师
网

20

4.工作室（站）经费使用合理规范，
及时上传经费使用相关材料等。

A.工作室（站）经费使用合理
规范，及时上传经费使用相关
材料等（4-5 分）
B.上传经费使用相关材料等
不及时（1-3 分）

经费
使用
情况

5
名师办
评分

名师网页
建设

（10分）

5.认真做好工作室（站）网页建设与
管理工作，能及时发布通知公告，按
时上传活动资源，活动通讯等。抽查
发现不规范的每次扣 1分。

A.认真做好工作室（站）网页
建设与管理工作，能及时发布
通知公告，按时上传活动资
源，活动通讯等（8-10 分）
B.发布通知公告不及时，活动
资源、活动通讯发布相对滞后
（5-7 分）

查阅
温州
名师
网

10

培养
成果

（30分）

科研
成果
(20 分)

6.培训周期内，工作室（站）主持人
和学员均有专著或市级及以上研究
课题。

A.培训周期内，工作室（站）
主持人和学员两者均有专著
或市级及以上研究课题（10
分）
B.培训周期内，主持人或者学
员有一方有专著或市级及以
上研究课题（7分）

工作
室成
果汇
总及
PPT

10

7.培训周期内，80%以上学员县级及
以上范围内公开教学或讲座，或有 1
篇论文、案例等在县级及以上刊物发
表或获奖。

A.培训周期内，80%以上学员
县级及以上范围内公开教学
或讲座，或有 1篇论文、案例
等在县级及以上刊物发表或
获奖。（8-10 分）
B.培训周期内，50%以上学员
县级及以上范围内公开教学
或讲座，或有 1篇论文、案例
等在县级及以上刊物发表或
获奖。（5-7 分）

10

荣誉
晋升
(5 分)

8.培训周期内，有 20%的学员在职称
评定或骨干教师评选中提升一级。

A.培训周期内，有 20%的学员
在职称评定或骨干教师评选
中提升一级。(4-5 分）
B.培训周期内，有 10%的学员
在职称评定或骨干教师评选
中提升一级。(1-3 分）

5



引领发展
（5 分）

9.工作室（站）团队对设站学校或学
科组的发展作用特别突出

A.根据材料，工作室（站）团
队对设站学校或学科组的发
展作用特别突出，学科组成绩
进步明显（4-5 分）
B.根据材料，工作室（站）团
队对设站学校或学科组的发
展作用较大，学科组成绩有一
定的进步（1-3 分）

查看
材料
及 PPT

5

特色
加分（15

分）

研修特色
展示（10

分）

10.工作室（站）在研修过程中对教
育教学改革有研究与创新，彰显工作
室（站）特色与亮点。

A.工作室（站）在研修过程中
对教育教学改革有研究与创
新，彰显工作室（站）特色与
亮点，有工作室文化（8-10
分）
B.工作室（站）在研修过程中
对教育教学改革有一定的研
究，工作室（站）活动较有特
色（5-7 分）

查看
材料
及 PPT

10

公益加分
项目

（5分）

11.有下列情况者，酌情给分（上限
5分）：
（1）认真完成市名师办协同相关部
门组织的各项公益活动（如：服从安
排到偏远、薄弱地区设站；送教援疆
等）；
（2）工作室（站）成效显著，被省、
市媒体报道等。

A.积极参加公益活动（2-3分）
B.工作室成效显著，被省级媒
体报道计 3分，被市级媒体报
道计 2 分。

5

合计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