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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教育事业发展回顾 
 

一 



4、素质教育扎实推进。 

3、教师队伍建设不断加强 

（一）主要成就 

 教育资源不断扩大 

 教育发展水平不断提升 

 教师队伍建设不断加强 

 教育对外开放水平不断增强 

 教育体制改革稳步推进 



“十四五”教育事业发展总体战略 

二 



形势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步入新时代，相城的发展也掀
开了新篇章。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
“一带一路”建设等国家战略在苏州叠加交汇，相城又赢
得了“四大国家级战略优势”，相城发展进入大有可为的
机遇期。教育必须与相城高质量跨越式发展齐头并进，为
相城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 

南师大苏州实验学校 苏城外国语学校 伊顿幼儿园 江苏省相城中学 

（高中部） 

苏大实验高中部 相城高新区实验学校 



形势分析 

一是全区经济结构调整和企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
需要强化人力资源支撑。目前区域内只有一所职业
学校，高等院校少，专业设置、人才培养尚不能与
经济高质量发展相契合。 

二是学龄人口持续增长，并且增长趋势逐步从学前、
小学向初中、高中传递，需要扩大教育资源供给，
优化教育资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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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分析 

三是人民群众对高质量教育的需求日益强烈，区域
内缺少质量上乘有影响力的领军学校，教师队伍建
设仍不够强大，普通高中教学质量还有待提高，
“双一流”高校录取人数没有质的突破。 

四是随着信息技术与人工智能的发展，特别是常态
化疫情防控的形势下，需要创新传统教育模式，发
挥在线教育优势，加快构建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育
新生态。 

南师大苏州实验学校 苏城外国语学校 伊顿幼儿园 江苏省相城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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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目标 

积极服务中日（苏州）地方发展合作示范区
建设，探索长三角教育领域跨区域合作新模式。
创建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全覆盖的长
三角教育一体化发展联盟（相城）基地。推动长
三角区域校长教师学习交流。加大优质国际教育
资源引进力度。提升职业学校专业设置与产业结
构吻合度。推动与大学大院大所全面合作、协同
创新。坚持改革创新，提升教育质量，促进各级
各类教育办出特色、争创一流。 

 积极融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深入推进
教育现代化，促进相城教育高质量发展，
增强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 



具体目标 

   全面推进教育集团化
建设，推动新优质学校成
长。课程体系、学业评价、
经费投入、教学设施设备
等质量保障条件进一步优
化，教育开放度、国际参
与度显著提高。中小学教
育质量走在相关国际评价
前列。 

 

指标 单位 
“十三五”完

成情况 

“十四五”

目标 

省市优质幼儿园覆盖率 % 82.4 93 

义务教育学校达省定办学标准

比例 
% 98.04 100 

高中阶段优质学校 所 4 6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 69.20 70 

市示范性社区教育中心创建完

成率 
% 12.5 60 

表1 学校办学水平有关指标 

 提升学校办学水平，
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具体目标 

   造就一支师德高尚、

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

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

师队伍，培养一批具有现

代意识和国际视野的省内

外有影响力的高层次教育

人才。 

指标 单位 

“十三五

”完成情

况 

“十四五

”目标 

省人民教育家培养对象 人 3 5-6 

省特级教师和教授级中学高级
教师 

人 43 65 

中小学、幼儿园县级以上骨干
教师比例 

% 39 46 

职业学校“双师型”教师比例 % 75.54 90 

小学教师本科及以上学历（学
位） 

% 91.78 95.5 

初中教师研究生学历（学位） % 13.17 18.2 

高中阶段教师研究生学历（学
位） 

% 25.17 30 

表2 师资队伍水平有关指标 

 提升师资队伍水平，打
造相城教育人才高地 



具体目标 

   建立政府主导、多部门
协同、社会支持、群众参与
的终身教育管理体制和运行
机制。劳动者素质全面提高。
大力发展社区教育，更加重
视老年教育，发挥社会机构
对学校教育的补充作用，强
化职业学校的社会培训功能，
面向行业企业开展从业人员
继续教育。 

指标 单位 

“十三五

”完成情

况 

“十四五

”目标 

从业人员继续教育年参与率 % 61 65 

城市居民社区教育活动年参与率 % 63 67 

农村居民社区教育活动年参与率 % 42 48 

老年人社区教育活动年参与率 % 42 46 

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
限 

年 12.1 12.3 

表3 终身教育水平有关指标 

 提升终身教育水平，构
建协调发展的教育体系 



主要任务 

三 



一是学前教育优质普惠发展 

主要任务 

01 加快建成公益普惠、覆盖城乡、布局合理、就
近便捷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 

02 充分发挥优质幼儿园的辐射带动作用，加强对
薄弱园的专业引领和实践指导，整体提升办园水
平。 

学前教育有关指标 单位 
“十三五”完

成情况 

“十四五”

目标 

省市优质幼儿园数量 所 45 67 



主要任务 

二是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01 坚持免试就近入学。 

02 深化集团化办学改革，2023年后实现义务教育阶
段优质学校全覆盖。 

03 完善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监测评估制度，健全
义务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创建国家义务教育优质均衡
发展县（市、区）。 



01实施普通高中高品质计划 

三是高中教育特色多样化发展 

主要任务 

高中阶段优质学校达6所。 

建成江苏省相城中学高中部。 

望亭中学创建江苏省四星级高中。 

02加强高中与职业院校合作 
探索在普通高中实行普职融通综合改革。 
 
试点普职融合的综合高中建设。 

03加强高中与大学的衔接 
在高中开设大学先修课程、国际高校预
科中心。 

进一步探索创新国际理解教育的实施途
径，培育建设一批国际理解教育项目和
示范学校。 



主要任务 

四是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 

制定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激励方案，与企业建立理论与实践一体化培训
基地。推进对外合作办学，实现主要专业对接国际通用职业资格证书。探
索实行高层次、高技能人才直接考察的招聘方式。建立健全职业院校自主
聘任兼职教师的办法。 

职业教育专业建设工程 单位 
“十三五”完

成情况 

“十四五”

目标 

企业学院 个 3 6 

“1+X”证书试点项目 个 10 13 

现代化实训基地 个 1 2 



五是高等教育协作提升发展 

主要任务 

01提升相城中等专        
业学校办学层次 

创建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相城分院 

五年制高职专业数量从6个扩大到全覆盖 

升格为相城高等职业技术学院 

02促进校地协同创新 

新建一所职业院校 

争取设立艺术类本科院校 

引进国际合作高等院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推进河海大学苏州研究生院、河海大学苏州研究院建设 



主要任务 

六是民办教育多元开放发展 

01 优化民办教育管理机制，逐步实行营利性与非营利性民办教育分类
登记和管理。制定科学合理的民办学校高质量发展办学水平考核细则，
建立健全各项监督检查与奖惩机制，精准引导民办学校提升办学质量。 

02 加强与长三角地区民办教育行业组织的交流合作，共同推进建设信
息相通、资源共享、要素重组和优势互补的教育一体化发展联盟。 



进一步完善以特殊教育学校为骨干，以融合教育
为主体，以送教上门为补充的特殊教育办学体系。切
实保障残疾幼儿少年受教育权。 

4、素质教育扎实推进。 

主要任务 

七是特殊教育优质融合发展 

特殊教育有关指标 单位 
“十三五”

完成情况 

“十四五”

目标 

残疾幼儿入园率 % 58.8 80 

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 % 100 100 

残疾少年高中段入学率 % 65 80 



4、素质教育扎实推进。 

主要任务 

八是终身教育开放融通发展 

加强城区、街道和居委会三级社区教育网络建设，整合
学校教育资源和其他社会资源，搭建线上社区学习平台。以
在职人员岗位培训和下岗失业人员培训为重点，开展“惠民、
惠企、惠农”教育培训。完成国家级社区教育示范区创建。 



保障措施 

四 



深化素质教育，提高教育质量 

深化教学改革 

坚持“五育”并举 

保障措施 

建设高质量教师队伍 

强化教育国际合作 

提升信息化水平 



完善教育评价体系 

完善管理体制，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大力加强督导评估 

保障措施 

完善学校（幼儿园）属地化管理制度 

完善教育系统“双随机，一公开”监管 

加强校务公开 

完善家长委员会制度 



全面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 

全面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 

建立规划实施保障机制 保障措施 

充分发挥区学校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的决策、沟通、协调作用 

进一步完善学校安全风险防控体系 

建立教育发展问责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