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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上海市中小学校依法治校年度报告表

（ 2018-2019 学年）

学校名称 上海市徐汇区机关建国幼儿园

申报类别 □上海市依法治校标准校

上海市依法治校示范校

法定代表人 顾 萍

联 系 人 倪 丹

联系方式 64373648

填表日期 2019.10.22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制表

二〇一七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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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说明

一、本年度报告制表以教育部《依法治教实施纲要（2016-2020

年）》《全面推进依法治校实施纲要》等文件为依据，并选取主要内容

形成“填写要点”，请根据填写要点逐项进行填写；根据学校实际情

况及办学特色，填写内容可以超出“填写要点”的范围。

二、请以简述的形式进行填写，并注意填写内容的量化、要素化，

突出重点，避免空洞、宏观的长篇累牍，如报告校内规章制度及相关

机制建设，应直接体现文件名称、文号及发文日期，并择要点及特点

进行概述。

三、本年度报告制表涉及机制建设等部分内容为常规性填写栏

目，学校在首次填写时应当逐项填写，在之后年度中可仅就本年度具

体情况予以更新。

四、本表格可附页，对于表格内未尽事宜或需要进一步补充说明

的事项，学校可以以附件形式提交。

五、教育行政部门可能根据学校填报情况要求学校提交补充支

撑材料。

所有纸质版材料一式 2 份，并提交电子版供教育行政部门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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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内涵 填写内容及填写要点

1.学校建章立制情况

1.1 章程

建设及实

施情况

 学校现行的章程于__2015 年___6 月___17_日经核准。

 学校设有/□未设 专门机构推进章程实施工作。

 学校章程已经/□没有向社会公开，接受校内外监督。（请注明公开方式：_学校网站___）

1.2 配套

制度建设

情况

 请注明相关类别校内规章制度的数量，教育教学类（6 ）、资产财务类（3 ）、人事管理

类（1 ）、学生招生类（1 ）、后勤保障类（3 ）、安全管理类（ 3 ）、其他（请注明类别

及数量： ）

如有直接涉及依法治校的相关校内文件，请列举相关文件名称及文号：__ 无______。

1.3 实施

及保障机

制

为使校内规章制度与章程相配套，学校 已全部形成/□已部分形成/□未形成 规范的

立、改、废流程，涵盖 意见征询机制、合法合规审查机制、公开与公示机制、

跟踪与评估机制、规章汇编机制、档案保管机制、□其他（请注明： ）

等。

章程制定并实施后，本年度以章程为依据，新发布校内规章制度_9（《机关建国幼儿园绩

效工资实施方案（2018）》、《骨干教师评选及管理条例 2019》、《星级教师、星级教工评聘

条例 2019》、《2018-2020 机关建国幼儿园三年发展规划》、《机关建国幼儿园行政值班安

排表》、《艺术总指导岗位职责》、《保洁员职责》、《机关建国幼儿园早晚护导交接制度》《机

关建国幼儿园园本研训管理制度》）_件。修改_9_（《机关建国幼儿园报账员安全责任书》、

《机关建国幼儿园财产管理员安全责任书》、《机关建国幼儿园事务员安全责任书》、《大

教研组长岗位职责》、《机关建国幼儿园科研室职责》、《机关建国幼儿园网管职责》、《文

明班组组长岗位职责》、《信息主管工作职责》、《班级微信群管理制度》）__件，废止_____

《师资培训制度》_1___件。

2.学校内部治理结构情况

2.1 决策

机制

 学校有/□没有明确界定校内不同事务的决策权，有/□没有明确决策机构的职权和

议事规则。

 学校 设有/□未设 校内重大事项的集体决策和论证评估等机制，请简要描述。

学校严格遵守三重一大制度， 重大事项决策 、重大项目安排、重要干部任免及

人事安排、大额度资金的使用 都会经由党政领导班子会议集体讨论后做出决策。

 学校重大决策前，已经/□尚未建立公开征求意见制度。

 学校做出的重大决策，已经/□尚未建立公示等监督制度。

2.2 教职
 学校已设有/□未设 教职工（代表）大会，本年度教职工（代表）大会召开会议___3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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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代表大

会建设

次，本校教职工（代表）大会在本年度实际履行的职权：

□听取学校章程草案的制定和修订情况报告，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请注明具体内容或

文件名称：_ ；

听取学校发展规划、教职工队伍建设、教育教学改革、校园建设以及其他重大改革

和重大问题解决方案的报告，提出意见和建议（请注明具体内容或文件名称： 机关建国

幼儿园第十一届 5 次教代会 ，主题 “激励促发展”

听取学校年度工作、财务工作、工会工作报告以及其他专项工作报告，提出意见和建

议（请注明具体内容或文件名称：_____机关建国幼儿园第十一届 5 次教代会 ，年度财务

公开报告 ）；

讨论通过学校提出的与教职工利益直接相关的福利、校内分配实施方案以及相应的教

职工聘任、考核、奖惩办法（请注明具体内容或文件名称：_____机关建国幼儿园第十一

届 5 次教代会 ___《机关建国幼儿园绩效工资实施方案（2018）》________）；

审议学校上一届（次）教职工代表大会提案的办理情况报告（请注明具体内容或文件

名称：____________提案小组报告_______）；

按照有关工作规定和安排评议学校领导干部（请注明具体内容或文件名称：__________

十一届 4 次教代会___：领导干部年终考核______）；

通过多种方式对学校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监督学校章程、规章制度和决策的落实，

提出整改意见和建议（请注明具体内容或文件名称：__教代会巡视情况记录

_________________）；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请注明具体内容或文件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

2.3 其他

民主参与

情况

 学校设有/□未设家长委员会，请简要描述家长委员会人员组成、职责权限、召开会议

次数、征求意见次数等。

机关建国幼儿园设立家长委员会，并通过多年的实践，逐步建立了“幼儿

园-年级-班级”三级家委会网络，代表全体家长参与幼儿园管理、监督、课程建设、安

全护校以及重大活动策划与组织，共同关注幼儿的教育。集思广益，民主决策，有序有

效开展家委会的各项工作。每学期，家长委员会都会定期召开会议，并根据幼儿园发展

规划及家庭教育指导精神，听取家长的意见和建议，学校也会将家长合理化的建议积极

采纳，共同推进幼儿园朝更好的方向发展。

 学校设有 □（公办学校）理（董）事会，□（民办学校）监事会等专门监督机构，请简

要描述人员组成、职责权限、召开会议次数、征求意见次数等。

3.依法治校组织领导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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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领导

重视依法

治校工作

 学校设有/□没有 分管依法治校的专职领导（请注明职务：党支部书记），设有/□没

有兼职法治副校长或辅导员（请注明单位及职务：工会主席），本年度校领导班子会议研

讨涉及依法治校工作议题的次数：___4_____次。

 学校本年度 已将/□未将 依法治校的工作纳入学校年度计划及考核， 有/□没有 明

确的工作要求和目标考核机制。

3.2 依法

治校工作

机制

 学校 □设有/没有 专兼职法治工作岗位（请注明岗位名称： ）及/

或校内机构（请注明机构名称： ）。

 学校 已聘请/□未聘请校外专业机构或者人员作为法律顾问/向所属区教育局聘请的

法律顾问团寻求日常法律事务服务，其服务范围涵盖：合同签订等日常民事行为、采

购及招投标、基础建设等专项工作、重大决策、依法治校制度建设、法律文书的撰

写及审查、处理诉讼及非诉纠纷、开展普法活动、□其他（请注明： ）。

4.依法规范办学活动情况

4.1 招生

监督

 为保障招生工作公平、公开、公正、规范开展，学校已设立/□未设立 相关监督小组，

已设立/□未设立 相关监督投诉电话，请简要描述学校招生监督工作机制的主要举措

和本学年成效。

幼儿园在招生过程中对入园儿童不进行任何形式测试和变相测试，严格执行物价

部门核定的收费标准，不擅自增加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不收取或变相收取与入园

挂钩的赞助费。幼儿园通过网站和公众号主动向社会公布咨询和监督举报电话。

4.2 教育

教学情况

学校□设有/没有 涉外或其他需经审批或需特殊资质的课程或项目，请就是否符合相

关标准或规定进行说明.

学校本年度师生有偿补课事项（本项幼儿园无需填写）：

□已开展/□未开展专项检查，其中□涉及/□未涉及 校方组织学生参加有偿补课（请注

明参与有偿补课的学生人次：_______），□涉及/□未涉及 校方将教育教学设施或学生

信息给校外培训机构进行有偿补课，□涉及/□未涉及在职教师组织、推荐、诱导学生进

行校内外有偿补课，□涉及/□未涉及 在职教师参加第三方组织的有偿补课，或为第三

方介绍生源、提供信息。学校□已公开/□未公开师生有偿补课投诉渠道。学校□涉及/

□未涉及向社会办学机构提供场所和设施举办针对中小学生的各类有偿培训班。

4.3 财务

资产管理

 学校 已制定/□未制定 明确的收费、退费的标准及具体办法（请注明文件名称： 沪

价费（2012）9 号、沪价费（2015）13 号、明白收费卡 ），已制定/□未

制定资产登记、建账、管理的资产管理规范（请注明文件名称： 《财产管理人员工作

职责》、《财产验收管理、财产物资的报废管理》 ），已制定/□未制定其

他财务资产管理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请注明文件名称： 《会计机构和会计人员报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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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职责》、《内部控制制度》、《稽核制度》、《资金管理制度》、《请购签字报销手续规定》、

《固定资产管理办法》、《学校收费公开办事制度》、《关于各类劳务费管理》 、《关于各

类票据管理》、《财务室安全工作制度》、《机关建国幼儿园维修资金和项目的管理办法》、

《市内开展公务活动交通费使用细则》、《机关建国幼儿园政府采购制度》、《机关建国幼

儿园预算管理制度》、《机关建国幼儿园预算内控流程》、《机关建国幼儿园收支管理制度》、

《机关建国幼儿园合同管理制度》、《设备采购、信息化、其他服务类项目（非政采）管

理实施办法》、《公务卡使用管理制度》）

4.4 校务

信息公开

 学校已设/□未设 专兼职信息公开岗位（请注明具体名称：__信息主管______），已

形成/□未形成 信息公开具体的机制和工作方案（本项幼儿园无需填写，请注明文件名

称： ）。

 请简要描述信息公开的途径与方式（ 园务会议、校务公开栏、徐汇教育网、公众号、公

示栏、幼儿园网站、 ）。

 学校□已编制/未编制 信息公开的指南与目录,已公开以下信息类别：

基本情况：历史沿革、办学性质、办学地点、办学规模、办学基本条件、机

构职能、联系方式；

建章立制情况：学校现行规章制度，办事流程；

规划计划：学校发展规划、年度工作计划及其执行情况；

招生考试和学生管理：学校招生的计划、范围、对象，学生学籍管理规定，□学生评

优奖励办法，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报考条件、录取办法，奖学金、助学贷款、助学

金、勤工俭学和学费减免的申请条件、审批程序和结果；

财务管理：学校收费的类别、项目、标准、依据、范围、计费单位和批准机关，收费

监督电话，学校预算情况，学校数量较多的物资采购、基本建设与维修、房产承包与

租赁等的招投标结果及实际执行情况，学校经费收支情况，学校资产和受赠物的管理

使用情况，学校部门预算情况，学校部门决算情况，学校“三公经费”预算情况；

教育教学：学校教学科研工作的有关规定，教学与科研成果评选，课程设置方案，

教学计划及执行情况；

师资队伍：师资数量及结构，学校教职工招聘、职称评聘、职务晋升、评优的条件、

程序、结果及争议解决办法，绩效考核及绩效工资分配办法，教师培训情况；

其他：学生住宿、用餐、组织活动等服务事项及安全管理情况，自然灾害、传染病等

涉及师生安全的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及处置情况；□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

5.依法保障师生合法权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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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教师

权益维护

 学校已建立/□部分建立/□未建立权利义务明确的教师及其他教职员工聘用制度；民

办学校□已根据/□未根据工会相关法律法规建立集体劳动合同制度，并请描述涉及教师

工资、福利、社会保险等方面的标准及制度。

 关于教师发展，学校已建立涉及 教师职务职称评聘、继续教育（培养培训）、奖惩

考核、□其他（请注明： ）等方面的标准（机制）及制度，请列举相关文件

名称及文号。

《机关建国幼儿园骨干教师评选及管理条例》、《机关建国幼儿园“星级教师”“星

级教工”评聘条例》《机关建国幼儿园新秀教师评选及管理条例》

 学校设有 教师申诉或调解委员会（该委员会成员 经过/□未经过 教职工代表大会认

可），其他救济机制（请注明： 《 机关建国幼儿园教工帮困基金使用方案 》 、《关

于教职工福利费使用方案 》 ）及相关申诉或调解规则，对教师与学校发生的

纠纷或意见进行调处，做出申诉结论或者调解意见。

5.2 学生

权益保障

 学校□已设有/□未设相对独立的学生申诉处理机构（请注明：_____________）及申诉

规则，学生在获得处分前□有/□没有 陈述与申辩的机会，学校□允许/□不允许学生聘

请代理人参加申诉，□明确/□不明确 处分的期限与后果。对未成年学生，□听取/□不

听取 其法定监护人的意见。（本项幼儿园无需填写）

学校已购买/□未购买以校方责任险为核心的校园保险（请注明：_______________）。

请描述涉及学生的安全和伤害事故应急处理机制及主要做法；涉及学校安全管理制度建

设的整体情况（列明相关文件名称），以及学生（家长）安全教育的主要做法及成效；学

校教师师德建设的主要做法及成效。

安全管理制度：餐饮业食品安全管理制度(《机关建国幼儿园食堂食品安全责任制》

《 机关建国幼儿园伙委会制度》《食堂从业人员晨检制度》《工作场所卫生管理制度》《设

施设备工具卫生管理制度》《人员卫生和培训管理制度》《食品采购查验和台账记录管理

制度》《食品贮存管理制度》《食品粗加工、切配管理制度》《食品烹饪加工管理制度》《备

餐操作管理制度》《专间操作管理制度》《食品添加剂贮存和使用管理制度》《废弃油管理

制度》《餐具用具清洗消毒管理制度》《投诉管理制度》《食品安全内部检查和定期评估制

度》《食品安全事故防控预案》《突发食品安全事故处理预案》）；

安全工作管理制度（《门卫制度》《来访登记制度》《消防安全管理制度》《食品安全

制度》《饮用水管理制度》《幼儿户外体育活动制度》《幼儿园网络安全管理制度》《幼儿

园维护安全稳定工作制度》《卫生和防疫管理制度》《安全检查和事故隐患整改制度》《用

水用电用气制度》《危险物品管理制度》《集体外出审批制度》《值班制度》《请假制度》《配

电间管理制度》《餐梯管理制度》《非机动车管理制度》《大型集体活动安全管理制度》《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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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设备设施管理维护制度》《食品仓库管理制度》《来园离园安全制度》《幼儿接送制度》

《安全事故处理条例》《假期幼儿接送制度》《幼儿一日生活管理制度》《教师班务安全管

理制度》《防汛安全责任制度》）；

安全工作预案（《机关建国幼儿园安全领导小组》、《机关建国幼儿园处置突发公共事件

应急预案》、《机关建国幼儿园防雷应急预案》、《机关建国幼儿园防汛应急预案》、《机关建

国幼儿园防爆应急预案》、《机关建国幼儿园雾霾天气应急预案》、《机关建国幼儿园安全工

作预案》、《机关建国幼儿园发生安全事故预案》、《机关建国餐梯应急预案》、《机关建国地

震应急预案》《机关建国幼儿园停课工作预案》、《机关建国幼儿园防拥挤踩踏事故预案》、《机

关建国幼儿园校舍坍塌事故应急预案》、《机关建国幼儿园冬季极端天气防寒防冻应急预

案》、《机关建国幼儿园集体外出安全防范预案》

做法及成效：有健全的幼儿园安全和伤害事故处理的规章制度。根据教育教学的主

题要求，组织各年龄段幼儿进行安全教育。如开学初、假期前夕、园安全周、园安全月

及相关的法定安全宣传日，对幼儿、家长进行不同形式宣传。利用学校的电子屏、海报、

公众号、家长助教等让所有幼儿教工家长知晓。

师德建设：落实机关建国幼儿园《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实施细则，每学期组织教职员工

学习相关文件、签订师德建设责任书和师德承诺书、结合宪法周，学习各种法律。利用

“教师节”开展师德主题月活动，进行师德表彰活动弘扬身边的好老师、好教工，推动

校园文化的建设。

5.3 纠纷

解决机制

 请描述校内纠纷解决机制的整体框架，及基层调解组织、教职工（代表）大会、家长委

员会、法治工作机构（人员）等在处理纠纷中的作用。

根据《上海市徐汇区机关建国幼儿园教师申诉制度》， 申诉委员会由幼儿园工会主席、

党组织委员、教师代表和法律顾问律师等担任委员并组成，申诉委员会委员一般 5-7 名，

申诉委员会由工会主席担任主任委员并负责。

 请描述本年度通过上述机制将纠纷有效化解于校内的主要成效、典型案例。

6.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情况

6.1 普法

机制建设

 学校已制定/□未制定 本校普法规划或工作计划，□已明确/□未明确 负责普法工作

的责任部门（本项幼儿园无需填写）。

 校领导班子参加校内法治专题学习的次数：___4______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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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教职

员工法律

素养提升

 学校领导、法治骨干教师本年度参加/□不参加 校外各级各类法治培训，包括市级培

训（请注明人次数： ），区级培训（请注明人次数： 3 ），其他培训（请

注明培训类型及人次数: 专项培训，4 ）。

 学校已建立/□未建立 教职员工全员学法制度，本年度开展校内培训____8_____次，

内容涵盖：新法新规释义、教师权益保护、校园暴力防控、学生伤害事故处理、

突发事件引导、其他（请注明： 《宪法》 ）。

 请描述教职员工接受普法教育的主要形式与主要成效。

形式：讲座、自学、小组交流、

成效：通过多种途径的学习，帮助教师们学习了解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提升自身法律素

养。认识到依法办园、依法管理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并懂得利用法律武器维护园所、幼

儿和自身的利益。

6.3 学生

普法教育

 学校□已编写/□未编写 校本教材（本项幼儿园无需填写）。

 学校系统开展/□偶尔开展/□未开展 普法活动，请描述学生接受普法教育的主要形

式、次数与主要成效。

形式：集体教学活动、日常生活教育

成效：通过特定时间（无车日）、特定活动（春、秋游），了解交通安全的重要性，保证

幼儿外出安去。通过消防主题宣传月，亲子活动参观消防博物馆，走进消防队以及消防

演练，使幼儿掌握消防知识。

7.其他

7.1 学校

依法治校

工作获奖

情况

 请描述学校在本年度依法治校相关评比活动中获得的奖项，如法治教育精品项目、法治

辩论赛、教育法治科研及校长、师生获得的相关奖励等。

7.2 涉法

涉诉及纠

纷处理情

况

 请对本年度校内纠纷发生情况进行统计（相关纠纷指已经过校内或校外专门机构立案、

建档的纠纷，勾选时以该纠纷最终解决的形式/阶段为准，并注明次数）：□协商、和解

解决（ ），□申诉解决（ ），□诉讼解决（ ），□仲裁解决（ ），□调解解决（ ），

□本年度尚未解决（ ）。其中如涉及诉讼、仲裁解决的纠错率/败诉率为（）。

 请分别简要描述上述纠纷的依法处理情况。

7.3.学校依法治校本年度特色推进情况、存在问题及下年度工作重点：

推进情况：坚持一季度一普法，并在文明组室内进行落实；根据新三年规划（2018-2020）的发展规

划需求制定普法内容。根据社会热点、家长关注点、教师关心点，及时邀请法律顾问、专家学者开展讲

座，提升教师的法律意识。

存在问题：如何运用法律知识与家长沟通，并保护好自己，提升法制校园品质。

下年度工作重点：1、继续加强法制学习，提高教工、幼儿家长的法律意识，时刻对照反思；2、逐

步完善规章制度，制定成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