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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高行字〔2016〕2 号 

 

南充高中关于实施 

《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审量化评价方案》的通知 

 

全校各处、室、科、组： 

为推进学校规范化发展，加强教师职称评审管理，更加公开、公

平、透明地开展职称评审工作，在原《南充高中教师职称评审量化评

价方案（试行）》的基础上反复修改后，经 2016年 1月 6日学校教代

会执委会表决通过，决定自发文之日起，在我校教职工职称评审中实

施《南充高中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审量化评价方案》，请各处、室、

科、组认真执行。 

附：南充高中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审量化评价方案 

 

四川省南充高级中学 

2016年 2月 23日 

 

 

主题词：职称评审  量化  评价方案 

报：    市教体局     市人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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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充高中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审量化评价表 

项目 分值 备注 
责任科

室 

教   龄 从任教之月起，每月加 0.1分。 
法定婚丧产假外，无论何种原因，一

月未工作的，该月不加教龄分。 
人事科 

校   龄 
在南高工作满 6个学期加 3分，之后

每月加 0.05分。 

从接受南高安排开始工作算起，不以

人事部门正式上编的时间计。 
人事科 

现职年限 从聘任现职之月起，每月加 0.1分。 从学校发文确认的聘任之月算起。 人事科 

支    教 

任现职以来，接受南高的安排到支教

学校，去全职工作且考核合格的，每

学期加 1分。 

  人事科 

工作数量 

申报前 6个学期，周课时从第 11节

起，按一个学期周课时每多一节加

0.05分；从第 5节起，按一个学期每

少一节课减 0.1分。周教案数从第 5

个起，按一个学期加 0.05分。因私

事假从第三天起每天扣 0.05分；迟

到早退每次扣 0.1分，旷课旷会教研

活动缺席等前两次每次扣 0.5分，第

三次起每次扣 1分。 

班主任、行政干部、离退休前 2年的

教师不扣工作量。申报前 6个学期旷

课、旷会、教研活动无故缺席累计达

到 12次及以上的，取消参评资格。

出勤情况由办公室每个月汇总各部

门在学校内网公示的考勤结果，一律

不再更改。 

教务处 

办公室 

班 主 任 

任现职以来，每学期加 0.3分，评为

全国、省、市、南高先进班集体的每

次分别加 2、1、0.5、0.2分。所任

班主任班的学生高考获省状元、2至

5名、6至 10名、11至 20名，加 5、

3、2、1分；高考中考获市状元、2

至 5名、6至 10名、11至 20名分别

加 1.5、0.3、0.2、0.1分。 

同一学年评选的先进集体以最高级

加分，不累加。副班主任和心理辅导

等不加分。高考省市前 20名学生的

初三原班主任按 1/3加分。中考按全

市统一阅卷裸分排名。 

学工处 

行政工作 

任现职以来,行政干部、年级组长、

教研组长、支部书记、民主党派负责

人每学期加 0.3分，教研组副组长、

备课组长加 0.1分。科室、教研组评

为先进的，科室负责人和教研组长每

次加 0.2分，教研组副组长、备课组

长每次加 0.1分。 

从聘任当学期算起。 办公室 

荣誉表彰 

任现职以来,获南充高中、区（县市）

级、市级、省级、国家级表彰的每次

加 0.1、0.1、1、2、3分，年度考核

为优秀的每次加 0.2分。被学校推选

为省、市级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的，

分别加 2分、1分。 

只给经学校党委、行政、教代会正式

推选，由上级党委政府部门和南高的

表彰加分。被推选为骨干教师、学科

带头人的，只加一次分，再当选或培

训合格不再加分。该项上限不超过 10

分。 

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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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教获奖 

任现职以来，市教育局或市教科所组

织竞教获最高等级奖加 0.5分，全市

第一名另加 0.5分；省教科所组织竞

教获一等奖加 1分，由省教科所推荐

代表四川参加全国竞教加 0.5分，获

中央教科院组织的竞教全国一等奖

加 2分，获教育学会等组织的竞教全

国一等奖加 1分。南高竞教特等奖、

一等奖分别加 0.3、0.1分。 

只承认南高教科室推选参加的竞教

活动，多次获奖可以累加。该项上限

不超过 5分。 

教科室 

高考中考 

任现职以来，在南高所教学生高考获

省状元、2至 5名、6至 10名、11至

20名，六科教师分别加 10、6、4、2

分；获市状元、2至 5名、6至 10名、

11至 20名分别加 4、1、0.6、0.2分；

被清华北大录取，按每生加 1分；所

教学生获市单科第一名、市单科前十

名，任课教师按每生分别加 0.5、0.1

分。所教学生获市中考状元、2至 5

名、6至 10名、11至 20名的给中考

科目教师加 2、0.5、0.3、0.1分，

所教学生获市中考单科第一名，任课

教师加 0.1分。所教班高考中考各条

线上线均完成目标加 0.3分，其中初

中物理加 0.2、化学、生物、地理、

体育加 0.1分。所教班高考中考单科

班平均分达到该班总分名次的加 0.2

分，每超一位，任课教师另加 0.1分，

反之，减 0.1分，一个班加分不超过

0.3分；班总分和单科均列全校第一

位的学科教师加 0.3分。 

该项加分均只计在南高工作期间取

得的成绩。所教学生获得市中考前十

名加分，化学教师得分乘以 1/3，物

理、生物、地理教师得分乘以 2/3。

其中，所教学生获市中考单科第一

名，一位老师在一个年级加分上限为

0.3分，总计不超过 2分。高考总分

的加分，其学生来自南高初中部的，

对应的初中三年级原任课教师按 1/3

加分。同一名学生取得的不同单项的

成绩可以重复认定。教多个班的，成

绩可以累加。该项上限不超过 20分。 

教务处 

教案作业 
申报前 6个学期，教案检查、作业批

改检查不合格的，每次分别扣 3分。 

每学期至少检查一次。教科室审核并

公布由两校区各教研组组共同制定

的作业批改基本要求。 

教科室 

学生评价 

申报前 6个学期，每学期学生问卷调

查对教师的综合评价，9分以上加 0.3

分，8分以下每低一分扣 0.3分。 

每次按所教各班平均分计算。 教科室 

论文论著 

任现职以来，在所任教学科专业、教

育教研德育专业正规报刊发表 2000

字以上的论文每篇加 0.2分；正式出

版教育专著的，排名第一者每部加 1

分、排名第二者每部加 0.3分。 

论文不包括练习题、测试卷等；专著

不包括各类教辅书籍。论文合作的计

平均分。论文上限不超过 2分。论著

上限不超过 3分。 

教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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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研究 

任现职以来，正式结题的，国家级课

题主研加 3分，参加者加 2分；省级

课题主研加 2分，参加者加 1分；市

级课题主研加 1分，参加者加 0.5分；

申报并获得政府部门国家级、省级

一、二、三等奖的分别另加 2、1、0.5、

0.5、0.3、0.1分。 

排名第一位的为主研，第 2至第 5位

为参加者，以课题结题报告排名为

准。总课题组评的奖不加分。该项上

限不超过 5分。 

教科室 

竞赛指导 

任现职以来，由政府部门、本专业学

会组织竞赛的指导教师，学生获全国

一、二等奖、全省一等奖的按每生分

别加 0.05、0.02、0.01分。学校指

定的奥赛教练指导学生进入国家集

训队、进入全国冬令营、获省赛区全

国一等奖、全国二等奖的按每生分别

加 5、3、1、0.3分。体育比赛获得

单项全国一、二、三名、省一、二、

三名，给学校指定的教练员分别加 3、

2、1、1、0.5、0.2分，三大球得分

乘以 5。 

竞赛项目由教科室或体卫处审定，一

个学科一年认定一次，一位老师在一

年的加分上限不超过 0.5分。有多名

指导教师或教练的，分数由指导老师

或教练均分。同一学生同一年度按最

高级计。该项上限不超过 5分。 

教科室 

体卫处 

同行评价 得票率乘以 5。 
投票不限名额，认为符合条件的均可

划勾。 
人事科 

评委投票 得票率乘以 5。 
投票上限为人事部门批准的全校指

标数，多划为废票。 
人事科 

补充说明： 

1、必须符合省、市人事部门规定职称评审的全部硬件条件，方可申报。 

2、所有量化的数据资料均截止到当年学校规定的递交申报材料截止日。 

3、在职称申报中弄虚作假的，有违纪违法行为或乱收费、乱订资料、违规兼职、有偿补课等违反师

德师风行为并被学校纪委认定的，取消三年申报职称的资格。 

4、申报者填写申报表，针对自评分提交支撑得分的原始印证材料，包括成绩资料、任职文件、获奖

文件和证书等。 

5、教科室、教务处、办公室、学工处等相关部门对出勤等扣分情况要及时公示，教师在规定时限内

可以查询质疑。 

6、评审程序为：递交申报表和印证材料、人事科初审、各部门审核、公示、人事科复核、同行评价、

初评委表决。 

7、原始印证材料要公示，全校教师在公示期内均可查看，公示期间收到的质疑由人事科负责组织复

核并作出回复。 

8、本方案在试行过程出现争议性问题，由初评委裁决。本方案在近三年教代会上可根据试行中出现

的问题作修订。 

9、职工中的专业技术人员参照此方案参加学校职称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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