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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第九十七中学获评广东省中小学教师校本研修示范学校

打造高质量教师队伍 实现高质量办学

信息时报讯 （记者 丘敏华 ）

近年

来， 广州市第九十七中学

（下称 “九十七

中”）

高考升学率逐年攀升， 以“管理严、

校风好、 质量高” 的办学品位赢得广泛赞

誉， 成为海珠教育的一个亮丽品牌。 高质

量办学的取得， 与高质量的教师队伍密不

可分。 据了解， 九十七中高质量的教师队

伍源于着力落实开展教师校本研修。

校本研修组织机构健全， 管理制

度完善

九十七中是广东省一级学校， 在 2017

年被评为广州市首批示范性普通高中学

校， 教育教学质量得到社会广泛认可。 高

质量的办学得益于高质量的教师队伍， 高

质量的教师队伍源于九十七中一直以来重

视着力落实开展教师校本研修。

2021 年， 广州市 24 所中小学和幼儿

园从近 400 所学校中脱颖而出， 被评为广

东省中小学教师校本研修示范学校， 九十

七中是其中一所。

九十七中以创建生态型学校为导向，

着力建设学习型组织， 开展校本培训， 努

力打造一支能力强、 素质好、 有特长的教

师阶梯队伍。 记者了解到， 该校校本研修

组织机构健全， 管理制度完善。 校长林黎

华把学校教师队伍建设和校本研修作为每

学期的重点工作来抓， 重视校本研修工

作。 学校成立了校本研修工作领导小组，

教导处设立了专门负责校本研修的中层干

部主管校本研修。

学校每学年的工作计划和行事历都详

细安排了校本研修计划， 每学期均安排落

实校本研修的课程， 制定了建立了校本研

修实施、 考核、 奖惩、 管理的相关制度，

每学期的校本培训都能做到百分百参加并

获得研修学时。

九十七中每学年的校本研修任务完成

情况优秀， 效果显著。 教师近三年来参加

校本研修的教师人数达到 100%以上； 学

校每学期安排两到三次教师专题培训， 范

围涵盖教育教学、 科研、 教师心理等各个

方面， 为教师提供全面的校本培训， 提升

教师各方面的能力和素养， 使教师能以学

识魅力和人格魅力教育感染学生， 做学生

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

校内研修学习环境先进， 校外积

极链接社会资源

九十七中是海珠区“十二五” 科研先

进单位， 具备较好的校本研修学习环境，

拥有浓厚的教研氛围。 同时也是广东省现

代教育技术实验学校、 首批广州市智慧校

园实验学校， 信息技术环境能够较好支持

网络校本研修。 学校和科大讯飞合作， 建

立起智慧校园办公和学习平台； 有效利用

自身资源、 社区资源、 高校与研究机构资

源， 开发多种形式的校本研修课程。 校本

研修课程设置与安排， 能满足教师校本研

修学时学分的需要。

校园外， 九十七中积极链接社会资

源， 与众多高校院系、 大型国企、 科研单

位、 部队建立了共建关系， 包括华师大、

广大、 广船国际、 南海海洋研究所等 30

个单位。 每年均邀请多位专家教授在“九

七大讲堂” 开讲， 为教师带来最新的教育

前沿资讯。 此外， 九十七中还加入了华师

大组织的学校发展联盟……这些都让学校

拥有丰富的校本研修资源。

近年来， 九十七中教师取得了丰硕的

教育科研成果， 近五年来学校承担的省级

规划课题 3 项

（

2

项已于

2020

年顺利结

题，

1

项在研）

、 省教研院课题 2 项、 广州

市规划课题 4 项、 海珠区规划课题 11 项。

九十七中教师在省市区教育教学成果评选

中也收获了丰硕的成果， 共计获得国家教

学成果二等奖 1 项， 广东省教育教学一等

奖 1 项、 二等奖 1 项， 广州市教育教学一

等奖 2 项， 海珠区教学成果奖 9 项， 为区

域教师研修活动的开展提供了有效支持。

1.2021

年，九十七中成功获评

广东省中小学教师校本研修示范

学校 ， 申报示范研修的学科为政

治、数学、地理。

2.

政治学科的首席专家是校长

林黎华 。 林黎华是政治正高级教

师、广东省中小学名校长工作室主

持人等。 她主持多项省、市、区课题

研究，课题成果多次获奖。 公开出

版专著

2

部，近三年公开发表学科

教学论文

7

篇， 获省、 市优质课

4

个 ，参与编写 《思想政治 （品德 ）课

教学模式》及多本教辅资料。

3.

数学学科的首席专家是徐进

勇老师 。 徐进勇是数学正高级教

师、江苏省高中数学特级教师。 在

研广东省教育研究院

2019

年教育

研究课题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发表

省级论文

3

篇。 近

5

年发表省级以

上论文共

14

篇， 有

2

篇发表在核

心期刊《数学通报》。

4.

地理学科首席专家 、副校长

曲文国 ，是地理高级教师 、广州市

第一批名教师培养对象等。 教学成

果获广东省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

课题获广东省教育科学 “十三五”

规划

2018

年度重点课题立项。

5.

九十七中还有一大批名师，

如广东省南粤优秀教师郑智燕，广

州市名班主任麦滢滢，广州市骨干班

主任陈娟、薛永胜，广州市优秀教师及

广州市优秀班主任陈湘坚、 赵丽荷等

20

人次， 广州市中小学骨干教师吴智

杰、谢燕芳等

12

人，广州市十佳青年

教师吴文芬 、陈晓妹等

5

人 ，广州

市名教师培养对象毛建明、朱劲敏

等

6

人。

9

个科组曾获得广州市优

秀科组称号。 一大批教师在市、区

学科专委会、 中心组担任会长、副

会长、理事、组长、副组长、组员。

广州理工学院积极推进新工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探索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徐珊珊 通讯员

黄菲青 陈英征 唐然）

日前，广州理工

学院正式获得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批准成为“广东省博士工作站”

设站单位，获得广东省社科联授牌成立

“大湾区乡村振兴经济咨询研究中心”，

通过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推动队伍建设、

平台建设、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推动新

工科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上新台

阶。

新工科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为解决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性

支柱产业集群中先进制造业对新工科

人才需求，广州理工学院及其省工业机

器人集成与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与

多家企业和研究院所合作， 构建了学

校、企业、研究院所

（工程中心）

“三位一

体”新工科人才培养模式，在机器人工

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智能制

造方向）

等新工科专业成功实践并在校

内逐步推广。

通过不断的积极探索实践，“三位

一体” 新工科人才培养取得了丰富成

果。 例如转化了一批专利技术成果，工

业机器人集成与应用产品销往 20 多

所职业院校，实现了 5000 万元产业

化应用效益。 机械电子工程专业、车

辆工程和汽车服务工程专业学生通

过实习直接留在单位工作，“国培”班

项目已培训了全国职教骨干教师 235

名。

为适应智慧建造时代背景下“新理

念、新模式、新质量、新方法、新内容”新

工科建设，广州理工学院以工程管理类

专业新工科建设为目标，以工程管理和

工程造价专业为试点，进行专业课程体

系综合改革、以学生为主的混合式教学

实践、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与实验教

学平台建设、校企协同育人基地与平台

建设以及课外创新活动等方面的新工

科教学模式改革与实践，构建了“智慧

建造+协同育人” 工程管理类新工科特

色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此外， 为服务培养不同层次的应

用型创新人才需要，解决民办本科院

校生源基础较弱与工科理论性强的

矛盾，广州理工学院电气与电子工程

学院深化校企合作，以提高课程教学

质量为抓手， 因材施教， 确定了以

“234” 为主要内容的电气电子电信

类新工科创新人才培养整体思路 。

电气工程成为省级重点培育学科，获

得省厅教科研项目 15 项，学生就业率

升至 98%以上， 学科竞赛获奖 386 项，

获得发明专利 3 项、 实用新型专利 108

项。

校企协同产教融合育人

广州理工学院以专业人才培养模

式改革为切入点，在“三位一体”人才培

养基础上共建产业学院，以创新实践能

力培养为主线，实现校企双方协同制定

人才培养方案、 协同承担教学任务、协

同参与教学管理、 协同监控教学质量、

协同开展科技创新，通过“五协同”努力

提高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 学校与中兴

通讯、广州数控、广东省科学院智能制

造研究所、蓝盾股份等单位合作共建产

业学院，实行校企联合培养、订单培养。

经过五年的探索，产业学院建设探索出

了校企深度融合的应用型人才培养体

系；校企协同育人成果显著，解决了专

业人才培养过程中课堂与工程脱节的

根本问题。

多年来，广州理工学院坚定不移走

产教深度融合、校企协同育人的应用型

人才培养道路，大力彰显“新工科”办学

特色、多学科协调发展，已建成省重点

学科 2 个、省级一流专业 1 个、省级特

色专业 4 个，获批省级质量工程 38 项、

省教改项目 40 项，建成校内实验室 138

个、校内外实践教学基地 118 个、省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 1 个、 粤港合作 BIM

工程技术中心 1 个，教学科研仪器设备

总值 1.2 亿元，2020 年被评为广东省民

办教育 40 周年突出贡献机构， 连续多

年被评为省就业工作、创业工作先进单

位。

近年来，九十七中教师取得了丰硕的教育科研成果。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