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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

单 位

法 人

证书》

登 载

事 项

单位名称 嘉兴市教育装备与信息中心

宗 旨 和

业务范围

负责全市教育信息化发展。承担全市教育网络与

信息安全工作。配合制定全市中小学校教育装备

发展规划和组织实施工作。承担全市数字化教育

资源建设和各类数字化教育资源开发（征集）、整

合、评选等工作。

住 所 浙江省嘉兴市广益路 526 号

法定代表人 施维良

开办资金 369.39 万元

经费来源 财政补助

举办单位 嘉兴市教育局

资产

损益

情况

净资产合计（所有者权益合计）

年初数（万元） 年末数（万元）

2127 1852

网上名称 嘉兴市教育装备与信息中心. 从业人数 14



公益

对《条

例》和

实施细

则有关

变更登

记规定

的执行

情 况

根据 2019 年 3月 15 日嘉编办（2019）34 号《关于市教育局所属事

业单位设置、职责和编制事项的批复》精神，我单位于 2019 年 4

月 19 日办理了宗旨和业务范围的变更登记。



开

展

业

务

活

动

情

况

我中心是嘉兴市教育局下属单位，在职在编 13 人，其中高级职称 9人，中级职称 4 人。

2019 年，在市教育局的正确领导下，按照核准登记的宗旨和业务范围开展活动，现将履

职情况公示如下：

一、开展的主要工作

（一）把方向，强统筹，进一步发挥支撑引领作用

落实《浙江省教育信息化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结合嘉兴教育工作实际，4

月在省内率先印发《嘉兴市教育信息化三年行动计划（2019-2021）》，进一步明确了全市

教育信息化发展的目标任务和路径策略。加快教育数字化转型，重点打造“教育服务更贴

心，家长办事更省心，群众体验更舒心”的教育服务新模式，在入学招生报名、线上缴费、

教育资源预警等便民服务方面先行建设。12 月，嘉兴加入智慧教育生态协同发展共同体，

教育信息化迈上全新平台。

（二）抓试点，求突破，进一步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

一是推进平台建设。嘉兴市智慧教育大数据中心实现与社保、公安、民政、医疗等数据的

互联互通，与省数据中心实现基础数据的实时对接。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实现一期模块

上线部署应用，全面启用 OA 系统应用，嘉兴市中小学入学报名一站式服务系统被列入省

政府试点示范应用项目。

二是追求应用实效。以 52 所“之江汇”教育广场应用试点示范校为引领，全域推进“网

络学习空间人人通规模化应用”和“数字教育资源建设与应用机制创新”试点工作，建成

名师网络工作室 50 个，培育网络教学精品空间和专题社区各 100 个，实现网络学习空间

全面普及应用，空间建设与应用成效跃居全省第二，年底顺利通过试点工作省级评估验收，

被教育部命名为全国网络学习空间应用普及优秀区域。

三是探索发展机制。调整市县两级《教育事业发展业绩考核办法》，增补空间应用考核指

标。出台《数字教育资源按用付费采购方案》，通过机制创新，凝聚部门合力，激发教师

积极性。在全市范围深入开展之江汇教育广场网络学习空间应用推广工作系列评选活动，

促进各地各校结合日常教育教学工作用好空间，建好资源，示范带动，推广成效，以网络

学习空间应用带动信息化教学模式创新和水平提升，开启“互联网+”条件下教育改革发

展新时代。

（三）树典型，创示范，进一步提升智慧校园建设水平

一是打造“未来学校”。支持 10 所“未来学校”培育试点单位着力创新学校管理、教学模

式、学习方式、教育教学评价方式，召开“未来学校”试点工作现场推进会。

二是打造“智慧校园”。积极推进中小学智慧校园示范建设校创建评估，组织专家评估组

对 48 所第三批申报校的情况开展实地检查，累计建设创新实验室（学科教室）700 余个，

完成 102 所智慧校园示范校建设目标。《跨区域同步双师教学，助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

获评全国基础教育信息化应用典型案例。

三是打造“书香校园”。指导各校因地制宜，延伸、拓展阅读环境，让图书从中小学图书

馆走出来、动起来、用起来，丰富书香校园文化内涵，评选开放式图书馆 40 个、优秀阅

读指导课例 42 节和智慧阅读优秀案例 15 个。

（四）重应用，促变革，进一步促进技教融合创新发展

一是技教融合首秀“南湖之春”。在“南湖之春”教育教学改革展示活动首开技教融合专

场，围绕“智慧教育与未来学习”主题，以 3 节展示课、6 个现场版每周一技和 1 个专家

讲座聚焦技教融合新思维、新方法、新范式，推动“之江汇”教育广场应用深入课堂。

二是结对帮扶打造“嘉兴样板”。依托互联网峰会永久举办地区位优势，利用“互联网+”

技术创新城乡学校结对帮扶机制，办好“互联网+义务教育”中小学校结对帮扶民生实事。

在首批 30 对市域内城乡学校结对帮扶的基础上，另有 7 所中小学通过“一根网线”参与



省内“山海协作”对口支援共建项目，通过同步课堂、远程专递课堂、名师网络课堂和教

师网络研修等形式，推动结对帮扶学校管理共进、教学共研、资源共享、信息互通、师生

互动和差异互补，成效明显，新华社曾作专访报道。7 月，嘉兴市—宜宾市建设海盐县帮

扶屏山县智慧远程教育项目，创新东西部扶贫协作在教育方面举措，通过优质资源共享、

名师网络课堂、跨域同步互动等形式，力争 3 至 5 年帮助屏山县教师教育技术水平及全县

教育信息化水平达到宜宾市中等以上水平，全县教学质量有明显提升，受益面覆盖全县中

小学 136 所，惠及教师 2500 余名，学生 37700 余名，其中贫困学生 7570 余名，快速促进

实现“办好每一所学校，教好每一位学生”，擦亮嘉兴精准扶贫工作品牌。

三是精准教学树立“典型标杆”。年初，与教育学院合作组建精准教学研究共同体，首批

40 所学校加盟开展合作研究。如秀洲现代实验学校等试点学校全员配备 Pad 学习终端，

率先实现“智慧课堂”全覆盖与常态化应用，推动了从“依托经验思维”转向“依靠数据

说话”的教学变革，提高了课堂教学效率。

（五）激活力，增动力，进一步提升师生信息化能力

一是强化服务促发展。通过精心组织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专项活动，提升信息化领导力和教

师专业水平。完成 54 项教育技术（第二批智慧教育深度创新应用项目）专项课题结题工

作，评选 149 篇教育技术（电化教育）优秀论文。

二是以生为本提素养。通过办好各类比赛、应用交流与推广活动，全面提升学生信息素养。

开展第二十届全市中小学学生自制电脑作品评比、校园影视资源征集等活动，举办嘉兴市

第十六届中小学电脑机器人竞赛活动，成功承办全省中小学机器人竞赛活动。

三是提档升级聚合力。继续发挥嘉兴智慧教育联盟讲师团作用，遴选产生了 11 位第二批

市级讲师团成员补强团队。8 月 23 日，发布新学年培训服务课程，提供八个模块共计 67

门课程，完成接地气的下校（大部分为农村学校）培训服务 80 余次，一名讲师获评省年

度教育新闻人物，八名讲师晋级嘉兴市名师。

二、取得的主要效益

1.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实现一期模块上线部署应用，全面启用 OA 系统应用，嘉兴市中

小学入学报名一站式服务系统被列入省政府试点示范应用项目。

2.建成名师网络工作室 50 个，培育网络教学精品空间和专题社区各 100 个，实现网络学

习空间全面普及应用，空间建设与应用成效跃居全省第二，年底顺利通过试点工作省级评

估验收，被教育部命名为全国网络学习空间应用普及优秀区域。

3.累计建设创新实验室（学科教室）700 余个，完成 102 所智慧校园示范校建设目标。《跨

区域同步双师教学，助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获评全国基础教育信息化应用典型案例。

4.评选开放式图书馆 40 个、优秀阅读指导课例 42 节和智慧阅读优秀案例 15 个。

5.在“南湖之春”教育教学改革展示活动首开技教融合专场。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教育信息化是一项系统工程，我们在推进过程中也遇到了不少困难，与教育现代化的

标准仍有不少差距，还无法满足广大师生和社会公众的迫切需求，亟待我们知难而进，勇

立潮头，再创佳绩！

四、下步打算

2020 年，我们将以归零重启的心态，奋发有为的姿态和只争朝夕的状态，求真务实，

开拓进取，加速推进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落地落实，合力开创教育技术工作新局面，同心

共铸嘉兴智慧教育新品牌！



文化类事

业单位公

益指标报

表

文化类事业单位公益指标 数值 单位 备注

相关资质

认可或执

业许可证

明文件及

有 效 期

无。

绩 效 和

受奖惩及

诉讼投诉

情况

1、2019 年没有涉及奖惩事项。

2、2019 年没有涉及诉讼事项。

3、2019 年没有接到社会投诉。

接受

捐赠

资助

及其

使用

情况

我单位 2019 年未接受捐赠资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