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校名称

广州新侨学校

执信中学二沙岛校区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海珠学校

南沙修士倍励实验学校

新世界国际学校

预计开学时间

今年9月开学

2021年底投用

今年9月开学

2022年开始招生

预计2023年开学

招生规模

首届招收300人

新增750个学位

约招390~500人

未来在校生1800人

-

类别

媒体特邀督学

专职责任督学

兼职责任督学

人数（名）

8

15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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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丘敏华 通讯员

黄晓雪）

2月20日下午，黄埔区举行第二

届责任督学聘任仪式，新聘媒体特邀督

学8名、专职责任督学15名、兼职责任督

学48名。 聘任仪式中，新聘督学队伍参

观了黄埔区初心使命实践馆，并就做好

下一步责任区督学挂牌督导工作进行

培训交流。

63位督学有副高以上职称

据了解，黄埔区加强督学队伍建设，

此次新聘的71位督学， 有省市主流媒体

资深记者，有广东省特级教师、南粤优秀

教师、中小学正高级教师，其中63位专兼

职督学均达到副高级以上职称。

新形势下对教育督导提出了新的

要求， 黄埔区责任督学将如何开展工

作？ 广州科学城中学党总支书记、校长

姜庆新表示，作为一名督学,要用心扮好

调研员、联络员、指导员3种角色，全面

了解学校情况和问题，成为政府部门和

学校信息沟通的桥梁和纽带，积极为学

校的发展“开好方子”。 还要牢固树立学

习意识、服务意识、创新意识，始终走在

教育改革的前沿， 增强教育督导效度，

运用新观念、新方法、新手段来推进教

育督导工作。

坚持每月集中挂牌督导

据悉，黄埔区坚持教育督导“平持

标尺，服务学校”的价值追求，不断完善

责任区督学挂牌督导机制，扎实开展教

育督导， 促进教育发展更加规范有序、

安全工作更有保障、学生综合素质全面

提高、教育质量稳步提升。

目前， 黄埔区已率先实现全学段、

全覆盖、区校联动的责任区督学工作机

制，每所中小学、幼儿园、职教学校、特

教学校均配齐责任督学，坚持每月集中

挂牌督导，保证月月有主题、次次督规

范，形成专业化、常态化督导机制。

专兼职责任督学深入校园开展经

常性督导。 通过推门听课、查阅资料、列

席会议、走访调研、问卷调查、校园巡

视、网络监测、数据分析等形式，对学校

实施经常性督导，专兼职责任督学以专

业化视角，助力学校解难题、促提升、谋

发展。

媒体特邀督学走进校园开展“体验

式”督导。 通过跟进校长、班主任等岗位

工作，深入了解教育一线情况，从媒体

人的视角，促进学校、家长交流，取得社

会各界的支持。 特邀媒体督学把先进做

法“带进来”，为黄埔教育注入新活力、

借鉴新方法、注入新动能。 同时也把学

校的亮点工作、创新举措“推出去”，在

更大的范围内发挥作用。

黄埔教育督导成效显著。 目前，全

区公办中小学100%获评广州市义务教

育标准化学校， 规范化幼儿园占比达

95%以上。 2020年，责任督学对属地近学

校、 幼儿园及校外教育培训机构全覆

盖、多轮次现场督查，为近15万师生顺

利复学保驾护航。

黄埔区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下

一步，黄埔区将发挥区域经济社会快速

发展优势， 持续整合名师、 名校长、媒

体、社区、家长、企业等多方资源，乘势

而上，改革创新，打造一支专业化、年轻

化、多元化的督学队伍。

□

信息时报记者 徐珊珊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的推进，广

州近几年来引入了不少国内外优质教

育资源， 实力雄厚的国际学校不断涌

现。 2021年，广州还将增添数所新开国

际学校。 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广东依然

是国际教育优质资源的集中地， 英式、

美式、新加坡名校、双语、外籍等教育学

校全面开花。

广州新侨学校：首届招收300人

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校群

（下称

“华中校群”）

首个海外成员———广州新

侨中学

（下称 “新侨学校 ”）

落户中新广

州知识城， 是一所十二年一贯制学校，

涵盖小学、初中、高中。 新侨学校将在今

年9月开学，首届预计招收约300名小学

和初中生。

华中校群包括新加坡华侨中学以

及华中国际学校。 华中由已故华侨领

袖、教育慈善家陈嘉庚发起，在东南亚

和全球享有盛誉。 作为华中校群在华唯

一成员，新侨学校将全面引进新加坡华

中校群的办学理念和办学特色，由新加

坡华中国际学校共同管理。

新侨学校的小学、初中阶段将在国

家九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融合国际文

凭项目（IB）理念和新加坡教育课程精

华， 形成新侨学校独有的融合课程体

系。 高中阶段将基于国家高中课程标

准，开设国际文凭课程预科项目

（

IB DP

课程）

。 新加坡教育与英美教育最大差

异在于，更强调“亚洲价值观”，即天道

酬勤的奋进精神、 勇于拼搏的吃苦精

神、努力改变世界的进取精神。

执信中学二沙岛校区：新增750

个学位

广州市执信中学教育国际交流与

合作试验基地

（简称 “执信中学二沙岛

校区”）

预计2021年底落成投入使用。 该

基地位于广州市二沙岛春晓街2号，将

致力开展国际教育。

据悉， 该基地为非营利民办学校，

国际课程将全英授课，届时外籍教师的

比例将比较高。

该基地落成后，学校将以基地为依

托，与国外著名中学合作办学，招生对

象为有广州学籍的初中毕业生、港澳台

初中毕业生，及在粤港澳大湾区工作的

外籍人士子女。 同时不定期接收国际交

换学生、国际姊妹学校访问学生来校长

短期交流学习。

规划办学规模24个班， 将带来750

个新增学位，采用小班教学。 现阶段主

要开设高中课程。 高中每年级4个教学

班，合计12个教学班，每班35人，共计

420人。

据悉，广州学籍的学生将以中考成

绩为参照标准； 港澳台初中毕业生、在

大湾区工作的外籍人士子女将由合作

单位采取面试的方式招生。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海珠学

校：小班化教学

广州市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海

珠学校是广州市海珠区政府为实现“发

展公平优质教育，有活力有魅力、宜居

宜业宜游的现代化中心城区”而引进的

优质基础教育项目，由华南师范大学附

属中学与广州恒鑫教育集团、广东东升

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强强联合打造的一

所现代化国际化学校。 学校将于今年9

月开学，作为涵盖小学、初中的九年一

贯制民办国际化寄宿制学校，将在全球

招聘中外方教师，打造专业化国际化团

队，通过名校品牌联合，助力课程实施

保障学生成长，结合中国传统文化选修

课程，实施双语教学，打造独具特色的

国际化学校。

据悉， 学校招生规模为小学6~8个

班，初中8~10个班，采用小班化教学的

形式，小学每班25人、初中每班30人。

在师资构成上，华附本部派遣部分

管理和教师团队加入，华附海珠学校另

外在全球招聘中外籍教师，打造专业化

国际化团队。 学校80%教师具有硕士及

以上学历，60%教师具有5~10年工作经

历，中外教双语授课。

华附海珠学校国际化课程在提高

孩子基础知识和基础能力的同时，关注

深度阅读、传统文化、体育艺术、英语素

养、信息素养、学科融合、中西合璧等八

大方面。 通过融合与创新，优化国际化

课程体系，结合学校办学理念和广州地

域特点，开设特色校本课程，实现精英

人才培养目标。

南沙修士倍励实验学校： 未来

在校生规模1800人

南沙修仕倍励实验学校项目地处

南沙明珠湾起步区慧谷西岸， 为15年

一贯制学校， 计划设置幼儿园、 小学、

初中、 高中4个学段教育。 未来学校在

校生规模将达到1800人， 计划2021年

年底建成， 2022年开始面向大湾区招

生。 修仕倍励学校源自英国， 迄今已

有468年历史， 是英国最古老、 最知名

的贵族学校之一， 是科学家达尔文的

母校。

新世界国际学校：预计2023年开学

广州南站商务区新世界国际学校

项目正式动工建设，新世界集团宣布与

周大福教育集团联合，引进英国著名的

博耐顿学校， 共同建立新世界国际学

校。 该项目总计容建筑面积约12万平方

米，预计于2023年正式开学。

此次引入的英国博耐顿学校是近

一个世纪以来英国知名学校之一。 该

校成立于 1923年 ， 以开创性座右铭

“全面教育” 为教育理念， 其创新思维

及独特的全方位综合教育方法在英国

享负盛名。

广州再添多所国际学校

部分学校今年9月开始招生

黄埔区新聘71位督学 每月集中挂牌督导

黄埔区新聘的

71

位督学的构成

广州新增的国际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