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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

单 位

法 人

证书》

登 载

事 项

单位名称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嘉兴南湖高级中学

（嘉兴市南湖高级中学）

宗 旨 和

业务范围
实施高中学历教育，促进基础教育发展

住 所 浙江省嘉兴市文贤路 1089 号

法定代表人 方华新

开办资金 1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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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6.95 3166.02

网上名称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嘉兴南湖高

级中学．公益
从业人数 174

对《条例》

和实施细

则有关变

更登记规

定的执况

我单位于 2 月 1 日迁入新住所，按《细则》规定于 1 月 13 日申请

办理了住所变更登记。



开

展

业

务

活

动

情

况

我校创办于 1961 年，占地面积 26680 平方米，校舍建筑面积 19454 平方米，教学及辅助用房 4492

平方米，行政办公用房 1383 平方米，教室 43个。截止 2019 年底，共有 34 个班级，在校学生 1357 人，

在职在编教职工 165 人，其中专任教师 163 人，高级职称 74 人，中级职称 75 人。研究生学历 37 人，

本科学历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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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以点带面，推进教师队伍建设

1.提振心气，在“精神激励点”上做文章

一是强化“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的理念，以先锋引领。学校紧扣红船精神，要求每一个党员能

够做到“时时最优、处处最好”，努力实现“从亮相到靓相”的跨越。校党总支要求各支部以求真务实

的态度通过有效载体提升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教师的先锋模范作用，切实实施“党建+”支部

创新行动，紧紧围绕中心工作做实党建工作。

二是高举“北师”大旗，以文化引领。近一年来，我们多次邀请北师大领导专家来校指导、积极安

排教师参加北师大平台组织的教师培训项目和年会、高考结束后安排所有高三教师到北师大平台学校学

习考察、与北师大台州附校开展青年教师“同课异构”教学活动、积极配合北师大平台安排资深教师到

北师大附校担任教师招聘评委工作,以增强全校师生对北师大的认同感，自豪感，责任感。

三是注重班子的团队建设，以榜样引领。把班子的团队建设作为做好各项工作的前提，努力将学校

的领导班子建设成为既有较高的政治理论水平、较强的治校理教能力，又有浓郁的教育情怀和北师大归

属感的领导集体。引领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勇担示范，成为品行优良的表率，敬业爱岗的模范，业绩优

良的先锋，和谐共事的榜样。

四是大力唱响“附中好师德”，以正面引领。通过宣传教育、师德培训，在教师群体中形成“不比

资格比人格、不比文凭比水平、不比学历比能力”的好氛围和对待问题不推诿、不抱怨、不敷衍、不懈

怠、不停步的好教风，引导教师内外兼修，努力成为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知识、有仁爱之

心的“四有”好老师。

五是上下制定发展规划，以目标引领。学校特别重视新一轮的三年发展规划，既重视发展规划在引

领学校发展中的导引意义，也重视发展规划制定过程中对教师的引领作用，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

修改过程，统一思想和目标，以明确的办学愿景凝心聚力。

六是开展好教师活动，以氛围引领。通过工会送温暖活动和团建活动，营造和谐奋进的良好氛围，大半

年来，相继举行了教师元旦环湖跑、三人篮球赛、跳绳比赛、排球赛等一系列活动；通过学校发展金点

子收集评比和教代会代表优秀提案立项和评比活动，让老师都参与到学校管理中来，增强主人翁意识。

2.深化改革，在“评价撬动点”上做文章

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学校制定了《北师大嘉兴附中特色培育经费实施方案》、《北师大嘉兴附

中高三教学质量考核方案》、《北师大嘉兴附中三个年级教学过程考核奖实施办法》、《北师大嘉兴附中内

部分配实施方案》、《北师大嘉兴附中“市管校聘”实施方案》、《北师大嘉兴附中首届“功勋教师”、“模

范教师”、“优秀青年教师”评选办法》等方案，现在都已经进入实施阶段。

3.聚焦课堂，在“教研激活点”上做文章

课堂是教育教学的主阵地，提高课堂教学效率是提高教学质量的主渠道。学校围绕“提高课堂教学

效率”这个中心，一方面，明确了策略、要求和路径。另一方面更注重要求的落地实施，让教师心态紧

起来、教研动起来、效率提起来。如：实施“组间大比拼，人人有进步”的“543”学科组竞赛活动方

案，具体设置“功在课前，重在课堂，研在课外，成在自主” 的 12 个观测评比点，开展学科组之间的

良性竞争；搭建“附中大讲坛”，让优秀教师在全教会上亮特色、比风采、展实力，各美其美，美美与

共；分学科分时段邀请各学科教研员来校听课指导；以“三维课堂”为目标，组织开展开课、听课、评

课活动。

4.扁平管理，在“责任分解点”上做文章



学校从一开始就对年级部实施扁平化管理，明确了年级部的作用和功能，并在每个年级安排一位校

级领导负责具体指导。在年级部管理模式中，年级部的管理职能得到强化，管理重心下移，管理层次提

升。三个年级部成为相对独立的单元，由校长室直属的学校基层教育教学的板块管理单位，学校对年级

部施行团队整体目标管理。

5.筑基工程，在“师培侧重点”上做文章

学校把主要突破点放在青年教师的培养上面，他们是学校未来发展的种子。第一学期，按照原有的

安排，主要采取的是师徒结对的方式，校长室以个别交流、推门听课的方式了解青年教师的工作情况。

在此基础上，2019 年初，学校把教龄在十年以下的青年教师（总计 23 人）全部纳入，成立青年教师提

升班。

（二）围绕质量提升，务实三方面的举措

1.以自主学风建设为基础，让学生静心下来。

大学自主学习之风深度推进。由校长室牵头，学发中心和年级部进一步优化观测点，继续开展“学

风大比拼、班风大赶超、级部大 PK”活动，定期组织学生进行学习诊断活动。

2.以年级团队建设为阵地，让年级比拼起来。

学校实行年级部扁平化管理机制，最终落脚点是通过年级团队建设，提升质量。学校对 2019 届高

三，提出“最优高三”的口号。对 2020 届高二，提出“最强高二”口号。对 2021 届高一，提出“最实

高一”口号。

3.以推进“三维”课堂建设为核心，让课堂有效起来。

一个策略。实施“以执行常规为底线，以落实素养为根本，以知识结构为载体，以问题探究为导向，

以互动合作为手段，以思维激活为核心，以能力训练为主线，以目标达成为落点，全面发挥主体性，系

统提升学习力”的教学策略。

两个中心。一是以学生为中心，教师的任务是带着学生走向知识；二是以学生的学习为中心。

三个维度。一是“精准”、二是“扎实”、三是“激活”。

四条路径。即：功在课前，重在课堂，研在课外，成在自主。

（三）坚持特色办学，助推学生个性发展

2019 年，围绕“多元培养、特色发展”的办学定位，学校继续开展严肃活泼的德育教育管理，继续

完善“南湖红品性课程、江南绿知性课程、北师蓝个性课程”的“三性”课程体系，拓展学生个性发展

的空间，在德育工作、特色发展和校园文化建设上作了很多新的尝试。

1.完善特色课程体系。围绕人文、艺术和综合实践三方面开发、开设了十多门特色课程，特色课程

体系基本形成。

2.举办系列特色活动。围绕“选择、青春”等主题，举办“七彩人生论坛”系列活动，对学生进行

价值观教育及生涯规划指导,为学生提供学习及展示的舞台。

3.全力打造书香校园。学校以“朗读亭”为载体，鼓励学生传诵经典名篇，让诵读成为一种习惯，

培育全体学生的人文精神，全力打造书香校园。

4.继续践行“三度”德育。注重“三度”（温度、宽度和厚度）德育体系建设，引领学生做一个有

温度、宽度和厚度的附中人。

（四）细化工作措施，全力推进迁建进程

新校区建设作为百年百项工程，必须保证工程质量和工期；新校区建设作为北师大嘉兴附中发展的

一件大事，也必须责无旁贷地把有关工作处理好，确保 2019 学年第二学期在新校区顺利开学。

1.积极做好各项目的经费预算和二次装修规划，加强与上级主管部门、财政局、发改等部门的协调

与沟通，争取新校区迁建经费的保障与落实。

2.成立新校区搬迁工作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明确分工，细化责任，强化落实。制定迁建工作倒计

时安排表，定期召开迁建工作协调会，了解各个工作小组的工作进程，明确下一步工作任务。

3.在前期学校资产整理的基础上开始着手做好可利用的迁建资产的整理、打包工作。



4.不断细化设计，多方征求意见，广泛调动师生参与积极性，全力做好新校区工程以外的设备添置

和文化建设工作。

二、取得的社会效益

1.年度招生、毕业生情况。2019 年招收高一新生 491 人，高三毕业生 395 人。

2.学校获奖情况。学校荣获 2019 年浙江省中小学艺术节“优秀组织奖”、第五届全国学生军事训练

营“优秀组织奖”、浙江省第二届高中生生涯规划大赛团体二等奖、全国中学生科普科幻作文大赛优秀

生源基地、北师大基础教育合作办学平台“京师优课在线教育”基地学校等称号；2019 年嘉兴市属学校

校本研修工作考核评审一等奖；被评为 2018-2019 年度北师大基础教育合作办学平台新闻工作三等奖；

授予数学支部为嘉兴市教育系统“标准化、规范化”示范党支部称号。

3.学科竞赛获奖情况。郑闽佳等同学获 2019RoboCup 机器人世界杯中国赛中学组人形机器人微电影

大赛全国一等奖第一名；7月 29 日，北京中央电视台星光影视园举行的《超强朗读者》全国总决赛中，

张文涛和王栎懿两位同学分别以浙江省特等奖和金奖的身份入围全国赛并双双荣获去全国高中组金奖。

9月，在四川成都举行的 2019 年全国象棋少年锦标赛中，高一（11）班杭宁同学在女子 16 岁甲组中获

得第一名。嘉兴市中小学啦啦操比赛团体二等奖。在各学科竞赛活动中，不完全统计，获国家级一等奖

2人、二等奖 4人、三等奖 5人；省级一等奖 38 人、二等奖 61 人、三等奖 58 人；嘉兴市一等奖 7 人、

二等奖 17人、三等奖 57 人。

4.教学科研成果。姚旭昉、郭孝军、许骄、蒋伟中、袁越、沈洋、盛炯杰等同志获嘉兴市各级教学

评比一等奖；章美玲、苏烨琦、周晓红、张琥珀、谭立民等老师获嘉兴市属各级教学评比一等奖；吴晨

华、詹慕老师获省级优课一等奖；钱笑艳、王凤瑜、吴梦娜三位老师指导学生综合实践活动评比获一等

奖，其中钱笑艳老师指导的《<乡愁>音乐二度编创的合奏探索》推送到浙江省参加展评。在教科研方面

2018 学年省级课题立项 1 个，大市立项 3个，市属级立项 14 个，另有 2 项成果市级获奖，3 项成果市

属级获奖；论文获奖总数 50 篇，其中浙江省一等奖 1 篇，二等奖 2 篇，三等奖 3 篇，嘉兴市一等奖 5

篇，二等奖 18篇，三等奖 27 篇。

5.高考录取情况。经过一年的努力，在生源质量有限的情况下，2019 年的高考在 2018 年的基础上

无论是高分成绩、上一段线人数、本科率均有提升，文化和艺体一段上线人数 60 人，本科率 90.8%，实

际录取情况为 69人被省内外重点高校录取。高三（1）班周越同学，高考取得了 657 分的高分。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需要进一步提升办学品质。在两支队伍建设上拉高标杆，提高标准，建设一支真正能够支撑

起北师大附校发展的“经师、导师、名师”队伍。

（二）需要进一步优化育人方式。认真研究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新时代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

的指导意见》，完善德育工作制度，进一步深化学风管理，搭建学生成长平台。

四、下步打算

（一）“三风”建设持续优化。在 2019 年基础上，校风、教风、学风建设要持续优化：大兴和谐奋

进之风，优化校风；大兴严谨治学之风，优化教风;大兴自主学习之风，优化学风。

（二）教学质量稳步提升。在教与学两个方面发力。全面梳理，寻求潜力增长点，整体提升一段线

的人数、本科率、名校录取率。

（三）特色创建成效显著。在“三色”文化、“三红”党建、“三求”作风、“三最”年级、“三维”

课堂、“三性”课程、“三题”科研、“三度”德育、“三师”团队等学校各线特色建设上深度推进；在“项

目化学习”和“智慧校园”两个专项重点建设上务实推进；在围绕学生“成人、成长、成才、成功”的

育人特色和个性特长发展上有新的突破。

（四）迁建工程顺利推进。在做好后勤服务、财务管理、安全保障等工作的前提下，首先确保 2019

学年第二学期在新校区顺利开学；其次在新校区实现全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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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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没有涉及奖励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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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