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大中小学思政课

一体化共同体建设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

局，部属各高等学校、部省合建各高等学校：

为统筹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切实发挥思政课立

德树人关键课程作用，全面增强思政育人效果，现就开展大中小

学思政课一体化共同体建设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宣

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政课建设的重

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

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效果导向相结合，以点带面、分层分类，

完善工作机制，加强协同合作，注重资源整合，深入推进大中小

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切实增强思政课的针对性、有效性，更好

地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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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目标

充分调动各地积极性，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在省级层面打

造一批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创新性研究型工作平台，努力形成一

套工作机制、孵化一批品牌活动、打造一批示范“金课”、产出一

批优质课程资源、形成一批高水平教学研究成果、提供一批高质

量智库咨政报告、培养一支优秀师资队伍，为深入推动全国大中

小学开展思政课一体化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提供工作平台、实

践经验、理论支撑和决策咨询。

三、工作要求

（一）共同体自 2022 年起每两年为一个周期。各地教育部

门要围绕工作目标，按照所报工作方案，认真履行指导责任，强

化项目化、制度化精细管理，用好教育部等八部门设立的“大思

政课”实践教学基地，确保常态化推进、做深做实、落地见效。

（二）教育部将根据各共同体工作情况，每年给予专项经费

支持。各地教育部门和共同体牵头高校可给予配套经费支持，并

制定专项经费管理办法。各牵头高校统筹专项经费的具体使用，

确保专款专用，符合有关规定。

（三）各地教育部门要每半年开展一次工作成效评估，总结

工作进展，完善工作路径，切实将指导责任落实落细。教育部将

以解决突出问题、产生实际效果、经得起实践检验作为根本标准，

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对共同体工作进行不定期考核，并根据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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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结果动态调整、拨付经费。

（四）各地教育部门要注重总结提升，及时收集大中小学思

政课一体化共同体建设的好经验好做法，将有效的工作举措、宝

贵的工作经验转化为可借鉴、可推广的工作模式和制度机制，并

形成总结材料报教育部（社会科学司）。总结材料包括但不限于

优质教学案例、教案、课件、讲义，示范“金课”、短视频，高质

量学术文章、教研成果、实践教学成果、咨政报告等。

附件：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共同体组建情况

教育部办公厅

2022 年 12 月 27 日   

（此件主动公开）

抄    送：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教育工作部门。
部内发送：有关部领导，办公厅

教育部办公厅                            2022 年 12 月 29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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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共同体组建情况 

序号 
地方 

教育部门 
牵头高校 成员单位 

1 北京市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市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中心、海淀区教委、中国传

媒大学、北京工业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关村三小、海

淀民族小学、101 中学、八一学校、北京学校 

2 天津市 天津科技大学 

天津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天津外国语大学、天津市教育

科学研究院、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和平区教育局、河

西区教育局、津南区教育局、蓟州区教育局、天津市第一

中学、南开中学、天津实验小学 

3 河北省 河北师范大学 
河北工业大学、邢台学院、河北科技师范学院、石家庄市

第一中学、石家庄市第二中学、石家庄市第四十中学、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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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方 

教育部门 
牵头高校 成员单位 

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秦皇岛市青云里小学、唐山市路北

区西山路小学、石家庄市神兴小学、石家庄市东风西路小

学、石家庄市教育局、唐山市教育局、河北省教育科学研

究院 

4 山西省 山西师范大学 

太原理工大学、太原师范学院、山西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襄汾县教育局、吕梁市教育局、晋城市教育局、平定县教

育科技局、成成中学、太原第十五中学、太原第十八中学、

临汾市第三中学、山西榆社中学、寿阳第一中学、迎泽区

桃园小学、山西师大附属小学 

5 
内蒙古 
自治区 

内蒙古师范大学 

内蒙古民族幼儿高等专科学校、内蒙古民族大学、包头师

范学院、鄂尔多斯市教体局、包头市教育局、兴安盟教育

局、赤峰二中国际实验学校（九年一贯制）、呼和浩特市

第一中学（初高中）、呼和浩特市第 30 中学（九年一贯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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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方 

教育部门 
牵头高校 成员单位 

6 辽宁省 
大连理工大学 
东北大学 
辽宁大学 

沈阳市教育局（沈阳市教育研究院）、大连市教育局（大

连市教育事业发展中心）、抚顺市教育局（雷锋小学、雷

锋中学）、锦州市教师进修学院、东北育才学校、辽宁师

范大学（附属中学、附属实验学校）、沈阳市皇姑区教育

局、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光明中学、附属宁山路小学）、

渤海大学（附属高级中学）、辽宁教育学院（辽宁省实验

中学、辽宁省实验学校） 

7 吉林省 东北师范大学 

吉林大学、长春师范大学、东北电力大学、吉林省教育科

学院、长春市教育局、辉南县教育局、东北师范大学附属

中学、吉林毓文中学、辉南县实验小学、东北师范大学附

属小学、长春市二道区英俊中学 

8 黑龙江省 哈尔滨工程大学 
牡丹江市教育局、绥化市教育局、齐齐哈尔市教育教学研

究院、哈尔滨商业大学、绥化学院、哈尔滨师范大学附属

中学、黑龙江省实验中学、哈尔滨市第十七中学、哈尔滨



 - 4 - 

序号 
地方 

教育部门 
牵头高校 成员单位 

市第六十九中学、哈尔滨市铁岭小学 

9 上海市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市学生德育发展中心、上海市教师教

育学院、闵行区教育局、普陀区教育局、虹口区教育局、

上海师范大学、上海中学、复旦大学附属中学 

10 江苏省 中国矿业大学 

南京市教育局、南通市教育局、南京大学、南京航空航天

大学、南京理工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常州大学、扬州大

学、无锡职业技术学院、南京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徐州高

级中学、苏州大学第二实验学校、淮阴中学、江苏省教育

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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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方 

教育部门 
牵头高校 成员单位 

11 浙江省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大学、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市临安区教育局、杭州市

临平区教育局、杭州市临平区教育发展研究学院、杭州市

钱塘区教育局、浙江省临安中学、杭州市临平区临平第一

中学、杭州市临安区实验初级中学、杭州市临安区晨曦小

学东校区、杭州市临安区晨曦小学西校区、杭州市临平区

崇贤一小、杭州市下沙中学、杭州市基础教育研究室附属

学校 

12 安徽省 安徽财经大学 

安徽师范大学、安徽省大中小学一体化思政课教材建设重

点研究基地、安徽省智慧思政课教学平台、蚌埠市教育局、

宿州市教育局、合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芜湖市教育科学

研究所、阜阳市教育科学研究所、蚌埠学院、蚌埠二中、

蚌埠第一实验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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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方 

教育部门 
牵头高校 成员单位 

13 福建省 福建师范大学 

福州市委教育工委市教育局、厦门市委教育工委市教育

局、厦门大学、闽南师范大学、泉州师范学院、宁德师范

学院、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福州八中、厦门实验小学、

漳州实验小学、泉州第五中学、南平市高级中学、福建省

普通教育教学研究室、厦门市教育教学研究院 

14 江西省 景德镇陶瓷大学 

江西师范大学、赣南师范大学、上饶师范学院、景德镇市

第十六中学、鹰潭市第一中学、兴国县第三中学（含高中、

初中、小学）、景德镇市教体局、南昌市教育局、赣州市

教育局、江西省教研室、吉安市教研室、宜春市教研室、

鹰潭市教研室 

15 山东省 山东师范大学 

山东财经大学、齐鲁师范学院、山东省实验中学、山东师

范大学附属中学、济南德润中学、济南燕山学校、山东师

范大学附属小学、济南市历下实验小学、济南市教育局、

济南市教育教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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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方 

教育部门 
牵头高校 成员单位 

16 河南省 郑州大学 

河南省基础教育课程与教学发展中心、郑州市教育局、洛

阳市教育局、南阳市教育局、河南师范大学、河南职业技

术学院、河南省实验中学、河南省第二实验中学、河南省

实验小学、漯河市高级中学、巩义市建设路小学、郑州市

科技工业学校 

17 湖北省 华中师范大学 

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湖北

师范大学、武汉职业技术学院、武汉市第一商业学校、宜

昌市教育局、武汉市教育科学研究院、襄阳市第一中学（普

通高中）、红安县第一中学（普通高中）、荆州市实验中

学（初中）、随县炎帝学校（幼儿园、九年一贯制）、黄

石市广场路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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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方 

教育部门 
牵头高校 成员单位 

18 湖南省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工业大学、湖南第一师范学院、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

院、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长沙县职业中专学校、湖南

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湘潭市韶山市韶山学校、郴州市汝城

县文明瑶族乡中心小学、湘西自治州花垣县双龙镇排碧九

年一贯制学校、长沙市教育局、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19 广东省 
华南师范大学 
中山大学 

广东省教育研究院、广州市教育局、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

院、广州市天河区教育局、广东实验中学、华南师范大学

附属中学、广州市第二中学、广州市番禺区象贤中学、华

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广州市天河区华阳小学、广州市越

秀区东山培正小学 

20 
广西壮族 
自治区 

南宁师范大学 

柳州市教育局、梧州市教育局、广西科技大学、梧州学院、

南宁市教育科学研究所、柳州市教育科学研究所、南宁市

第二中学、柳州市铁一中学、南宁市第三十七中学、梧州

市第一中学、南宁市秀田小学、柳州市雀儿山路小学 



 - 9 - 

序号 
地方 

教育部门 
牵头高校 成员单位 

21 海南省 海南师范大学 

海南大学、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琼台师范学院、海口市教

育局、三亚市教育局、定安县教育局、海南省教育培训研

究院、海南中学、海南华侨中学、海口市滨海第九小学、

海口市港湾小学 

22 重庆市 西南大学 

重庆师范大学、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重庆市教育科学

研究院、渝中区教委、沙坪坝区教委、北碚区教委、西南

大学附属中学、重庆市第一中学、重庆市南开中学、重庆

市立信职业教育中心、西南大学附属小学、重庆市人民小

学 

23 四川省 西南交通大学 

四川师范大学、西华师范大学、成都市金牛区教育局、甘

孜州教体局、绵阳市涪城区教体局、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

院德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研究所、成都七中八一学校、南充

高级中学、四川省巴中中学、凉山州民族中学、成都市洞

子口职业高级中学、成都市实验小学、乐山师范学院附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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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方 

教育部门 
牵头高校 成员单位 

小学、阿坝州马尔康第四小学校 

24 贵州省 贵州师范学院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六盘水师范学院、贵州师范大学、遵

义市教育局、毕节市教育局、黔西南州教育局、铜仁幼儿

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贵阳一中、普定县第六小学、锦屏县

教育和科技局 

25 云南省 云南师范大学 

昆明市教育体育局、大理州教育体育局、昆明市盘龙区教

育体育局、云南大学、云南农业大学、大理大学、云南大

学附属中学、云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云南师范大学实验

中学、云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26 西藏自治区 西藏大学 

西藏民族大学、西藏农牧学院、西藏自治区教育科学研究

院、拉萨中学、日喀则市教育局、拉萨市城关区教育局、

拉萨市实验小学、拉萨市第一中学、日喀则市上海实验学

校（十二年一贯制）、林芝市八一中学、山南市错那县麻

麻乡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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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方 

教育部门 
牵头高校 成员单位 

27 陕西省 陕西师范大学 

延安大学、陕西理工大学、西安市高新一中、西安市育才

中学、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西安市兴华小学、西安市

教育局、宝鸡市教育局、汉中市教育局、陕西省教育科学

研究所、陕西教师发展研究院 

28 甘肃省 西北师范大学 

兰州大学、兰州理工大学、天水师范学院、甘肃民族师范

学院、甘肃财贸职业学院、西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兰州

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大学、兰化一中（兰州市第六十一中

学）、兰州市教育科学研究所、兰州市八中、甘肃省兰州

实验小学、甘南州教育局、天水市教育局、金昌市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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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方 

教育部门 
牵头高校 成员单位 

29 青海省 青海师范大学 

西宁市教育局、玉树州教育局、青海省中小学教研与教师

发展中心、西宁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青海交通职业技术学

院、青海湟川中学（高中）、西宁市二中（初高中）、青

海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小学、初中、高中）、西宁市

十四中（高中）、青海省三江源民族中学（初高中）、西

宁市海湖中学（初高中）、格尔木第二中学、海东市互助

县彩虹学校（小学、初中） 

30 
宁夏回族 
自治区 

宁夏大学 

宁夏职业技术学院、银川市教育局、石嘴山教育局、宁夏

教育厅教学研究室、银川市二十一小学、宁夏大学附属中

学、银川市西夏区第九小学、银川市第五中学、银川市第

九中学 

31 
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 
新疆大学 

喀什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喀什职业技术学院、

喀什地区教育局、喀什地区教学研究室、喀什市第二十八

中学、喀什第二中学、巴楚县第二中学、泽普县第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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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方 

教育部门 
牵头高校 成员单位 

新疆大学附属中学 

32 
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 
石河子大学 

塔里木大学、新疆政法学院、兵团教育科学研究院、兵团

第二师铁门关市教育局、兵团第二师华山中学、兵团第八

师石河子市教育局、新疆石河子职业技术学院、石河子第

一中学、石河子第八中学、石河子第二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