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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林茹彬）

昨

日，广东省教育厅举行“双减”工作新

闻通气会。 会议提到，校内作业实现

“双 100%”达标，课后服务基本达到

“两个全覆盖”；推进校内减负提质有

成效、改革学生评价模式，促进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引导校外培训回归

育人正常轨道，全省“营改非”机构完

成比例为 100%。

课后服务基本达到“两个全覆盖”

据统计， 广东省义务教育学校

14885 所，100%的学校建立校内作业

公示制度，100%的学校学生能在规定

时间内完成作业，学校普遍做到作业

管理“压总量、控时间”要求；全省义

务教育学校除寄宿制学校、村小（教

学点）外，需开展课后服务的 9009 所

学校已 100%提供课后服务， 学生参

与率达 71.22%， 课后服务基本达到

“两个全覆盖”。 现有义务教育学科类

线下、线上培训机构压减率分别达到

96.06%、86%。

各地各校积极探索，涌现一大批

好的经验好的做法， 其中广州市、深

圳市作业管理经验、深圳市规范校外

培训机构经验作为教育部“双减”工

作典型案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从教

育部前期开展的问卷调查情况来看，

广东省共有 801 万位家长及学生参

与问卷填写，其中 94.93%的家长反映

对学校减负提质工作表示满意，

94.72%的学生反映对学校减负提质

工作表示满意。 总的来说，广东省“双

减”工作已初见成效，赢得广大家长、

社会的普遍欢迎和好评。

普遍做到不给家长布置作业

会议提到，各地各校以作业减量

提质作为学校课堂教学提质增效的

小切口，健全作业管理机制，完善作

业管理细则，调整作业结构，加强作

业设计指导， 提高作业质量和针对

性。 当前广东省义务教育学校在规定

时间内完成书面作业的学生占比由

“双减” 前的 70.94%提高到 100%，普

遍做到不给家长布置作业。 不少地方

通过制订分学科作业设计指南、开展

作业设计大赛和优质作业展示交流

活动，着力提高作业设计质量。

组织开展教学改革试点。 探索并

构建基于互联网的自主学习、互动探

究、主题拓展的新型教学模式，组织

名校、名师开发小学阶段学科的体系

化课程教学资源。“当前广东省 100%

的学校建立了教学基本规程，普遍做

到了起始年级‘零起点’教学、注重做

好幼小衔接、小初衔接，普遍建立了

学习困难学生的帮扶制度，保障学生

的学业质量。 ”

校外培训机构实现“3个 100%”

广东省在全国率先建立中小学

生校园学习类 App 审查制度，在省级

层面直接对教育移动应用产品进行

全面审查，从源头上保障中小学生教

育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的合规性。 严

格审核登记，指导各地开展校外培训

服务学科类和非学科类鉴定，做好分

类管理工作。 推进营利性学科类培训

机构改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工作，全

省“营改非”机构完成比例为 100%。

严格落实线上培训机构“备案改审

批”工作要求，对已备案的线上学科

类培训机构全面排查，并按标准重新

办理审批手续，线上培训“备改审”完

成率 100%。 推进义务教育学科类校

外培训政府收费政策落地。 全面推进

资金监管，制定《广东省校外培训机

构预收费资金管理工作指引》， 对校

外培训机构预收费进行风险管控，目

前全省预收费资金纳入监管的机构

数量为 4895 家， 占应纳入监管机构

的 100%， 有效保障了学员预付费安

全。

接下来，广东省将围绕“巩固成

果防反弹、消除盲点找问题、提高水

平抓突破”， 着重在强化学校教育主

阵地作用，重塑基础教育良好生态方

面下功夫，推动“双减”工作继续往深

里走、往实里走、往高里走，扎实推进

学校减负提质工作上水平，切实办人

民满意教育。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卫静雯 王智

汛）

“双减”下首次期末考已结束，家长

们该如何掌握孩子的真实学习情况？ 有

学校表示，一二年级小学生采取有趣又

有意义的期末测评活动，而三至六年级

的孩子们考试成绩只呈现等级，没有分

数，家长可通过学生的成长记录册了解

情况。

可通过成长记录册了解学习情况

“三至六年级统一采用海珠区发展

研究院的考试卷。 结束后会发考试卷进

行讲评，成绩只呈现等级，没有分数，不

对学生成绩进行排名。 ”海珠外国语实

验中学附属小学副校长林咏梅告诉记

者，配合“双减”政策，学校期末复习坚

决不增加学生课业负担、不挤占专科课

程，并坚持每天有足够的运动量，让学

生以轻松、 愉快的心情参加期末考试，

而老师的讲评与学期总结也会以鼓励

为主。

据悉，期末考试结束后，家长会收

到一本学生成长记录册，里面会有学生

平时表现情况、各科学业情况、期末考

试情况、校园生活和活动情况，以及老

师寄语等内容，家长可以借此了解孩子

这一学期在学校的综合情况。“相当于

以前的学生手册， 还会有学生自评、互

评、小组评等内容。 ”林咏梅说。此外，海

珠外国语实验中学附属小学按照“双

减”政策，一二年级不进行纸笔考试，改

为进行综合评价， 并将评价方式多元

化，融入平时学习、期末复习、各项活动

中。

记者还从荔湾区教育局了解到，荔

湾区按照教育部的要求公布等级分。

一二年级不做试卷做游戏

自新课改以来，海珠区万松园小学

数学科坚持开展以形成性评价与过程

性评价相结合的原则，根据学生的学习

品质和学业表现等情况综合评价学生。

每个学期分级进行 5 分钟口算比

赛、 学生口述解决问题的思考过程、几

何图形推导公式的实践操作……此前，

万松园小学就组织一二年级学生开展

“数学乐翻天， 松苗齐闯关” 评价活动，

借助扑克牌帮助学生记忆口诀；通过快

乐购物游戏模拟商场购物，学生在具体

情境中筛选有用信息，提出数学问题并

解决。

“这样的评价活动以学生的知识和

生活为基础， 提供熟悉的具体情境，选

取富有儿童情趣的学习素材和活动内

容，帮助学生理解数学知识，激发学习

兴趣， 感受数学与日常生活的密切联

系，获得愉悦的学习体验。 ”万松园小学

副校长刘玉霞介绍，在活动中，学校坚

持鼓励性、发展性原则，让学生体验数

学的有趣， 在学习上得到不同的发展。

此外，该校还开展语文、英语学科的期

终评价活动。

广东“双减”工作初见成效，100%学生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作业

逾九成家长学生满意减负提质

广州市教育局副局长陈学明汇报了

广州市落实“双减” 工作情况及成效。

陈学明汇报称， 广州作为“双减” 政策

试点城市， 自 2021 年秋季学期开始，课

后服务实现了义务教育学校的全覆盖。

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参加课后服务的学生

共约 111 万，占学生总数的 85%，其中又

有 80%的孩子实现午休“躺平睡”，改善

工作已入选教育部双减工作试点地区的

典型案例。 广州校外学科类培训机构的

总量、 培训的课时、 参培的人数等均极

大减少， 减少的比例均超过 98%。 “学

生校外培训、 家庭教育支出、 家长相应

的精力付出三个负担有效减轻， 以往校

外培训机构无序发展的乱象得到有效遏

制。 ”

“双减”下首次期末考评价方式多元化

“等级+评语”促进学生成长

部署寒假工作

严查隐形变异行为，严控寒假书面作业总量

会议对寒假“双减”工作作出系统部

署，要求各地加强对辖区内培训机构、托

辅机构的监督管理和巡查力度， 全面做

好疫情防控工作， 严防义务教育阶段学

科类培训机构违规开班、 面向3至6岁学

龄前儿童的培训机构违规开展学科类

（含外语）

培训、非学科类培训机构以“素

质拓展”“思维训练”“研学活动”“冬令

营”等名义超范围开展学科类培训、竞赛

等问题发生。用好网格化综合治理体系，

严查隐形变异行为，严厉打击以“家政服

务”“众筹私教” 等名义变相开展学科类

培训，坚决严防校外培训旧态重演；要科

学安排学生假期， 督促各地严格控制寒

假书面作业总量，适当布置一些实践性、

社会性作业。

会议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根据实际需

要，参照暑期托管服务有关政策要求，因

地制宜积极探索寒假托管服务， 坚持学

生自愿参加原则。

严禁学校寒假期间组织集体补课、

讲授新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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