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昌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文件

关于组织开展 2020 年南昌市局属学校义务

教育质量监测的通知

相关局属义务教育学校：

为进一步提升我市局属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水平，全面评

估掌握我市初中阶段学生发展现状，根据工作安排，经研究，

拟开展 2020 年局属学校义务教育质量监测工作，现就有关

工作通知如下：

一、监测对象

南昌市第一中学、南昌市第二中学、南昌市第十三中学、



南昌市第十五中学、南昌市第十六中学、南昌市第十七中学、

南昌市第二十三中学、南昌市第二十六中学、南昌市实验中

学、南昌市洪都中学 10 所学校（其他局属学校已参与所在

辖区国测和省测，故不纳入今年市测范围）九年级在校学生、

校长、时任八年级班主任、时任八年级语文及数学教师。

二、监测正式施测时间及安排

2020 年 12 月 4 日周五全天，具体测试安排如下

序号 时间 测试安排

1 12 月 4日 9:00-10:00 语文学科测试

2 12 月 4日 10:30-11:10 语文学科相关因素学生问卷填答

3 12 月 4日 14:00-15:00 数学学科测试

4 12 月 4日 15:30-16:10 数学学科相关因素学生问卷填答

5 12 月 5日-12 月 8 日 教师问卷、家长问卷填答

三、信息采集

请各学校于 2020 年 11 月 23 日下午 5：00 前，将信息

采集表（附件 5-6）填写完成并发送邮箱 370620493@qq.com

（联系人：赵立 联系电话：13907914549）。

四、监测前准备

（一）安排测试工作人员

各样本校按照下表配备校内测试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 人数 人员要求及主要职责

校长 1 人

组织本校测试，对本校测试数据真实有效和测

试工具安全保密负总责；配合责任督学处置应

急事件；核查测试卷袋封装，确认无误后签字；

填答校长问卷。

副校长 1 人

配合校长组织本校测试；校长填答问卷时，负

责本校具体测试组织工作，对测试数据真实有

效和测试工具安全保密负相应责任。

信息员 1 人

由样本校相关人员担任，负责上报测试年级学

生和教师信息，为样本校学生及教师填答问卷

提供技术支持，保证设备正常运转。

监测员 2 人-4 人

由样本校非语文、数学学科教师担任，完成学

生语文、数学测试和学生语、数学相关因素问

卷的填答工作。

保密员 2 人
由样本校工作人员担任，负责监测工具的领取、

保管和送回。

司时员 1 人
由样本校教务主任或其他相关人员担任，负责

按时发出报时指令。

安保人员 2 人
由样本校保安或相关人员担任，负责测试场地

及周边的治安保卫。

医护人员 1 人
由校医担任，负责学生身体不适、突发疾病等

问题的临场处置和送医交接。

（二）监测教室安排

测试前一天，各样本校完成测试教室和学生问卷填答室

的布置（有条件的样本校可于测试前三天完成），并分别在

门口醒目处张贴门签、在课桌上粘贴座号纸等标签（样例见

附件 2）。测试当天，在测试教室外 5 米处设置警戒线。

1.测试教室

每个样本校设置一间可容纳 30 人的学生测试教室，用



于学生语文测试、数学测试。

测试教室须不受干扰，教室内外无杂物、纸屑，无与测

试学科相关的文字材料，课桌之间保持适当距离。座号纸粘

贴在课桌右上角，按 01—30 号进行编排（学生测试教室座

次示意图详见附件 3）。

2.问卷填答室

每个样本校设置 1-2间学生问卷填答室，保证单人单桌，

每位学生有电脑使用，并确保测试当天网络通畅，问卷填答

场所须安静，不受干扰。

（三）设置名单公示栏

样本校于测试前一天在校内显著位置设置《2020 年南昌

市局属学校义务教育质量监测公示栏》，公示期为三天，公

示内容包括测试时间、测试学生名单（预留位置）、举报电

话及测试生守则（公示栏示例见附件 4）。

（四）调整教学安排

各样本校要提前做好测试当天校内的教学安排，确定报

时指令的种类（如铃、哨等），并要求测试工作人员，做到

既不影响其他学生正常上课，又不影响测试，保证南昌市义

务教育质量监测工作顺利进行。非测试生不得“放假”或提

前放学。

（五）安放测试用文具物品及网络调试

测试前两天，各样本校将纸笔测试用文具物品等安放至



测试教室，并再次确认文具物品齐全、问卷填答室计算机设

备及网络正常。

（六）领取工具

各样本校在测试前一天，派 2 名保密员，前往南昌师范

学院江西教育评估院（南昌市经开区瑞香路889号正德楼602）

领取监测工具及学生名册密件，并将监测工具及名册密件带

回学校保密室，放入保密柜中保管。

五、测试当天工作

（一）按照流程完成测试工作

测试当天，测试工作人员组织参测师生严格按现场测试

的程序与规范完成相应的测试工作。学生测试包括语文测试、

语文相关因素问卷填答、数学测试和数学相关因素问卷填答

四个方面。

测试程序及工作人员安排如下：

时间 工作程序 主要测试工作人员

8:00-8:20
取出试卷及学生名册密

件
责任督学、保密员、样本校校长

8:20-8:40 学生检录

责任督学、样本校校长、副校长、

语文主监、语文监测员及相关人

员

8:40-9:00 学生语文测试准备
责任督学、样本校校长、副校长、

语文监测员及相关人员

9:00-10:00 学生语文测试
责任督学、样本校校长、副校长、

语文主监、语文监测员、司时员

10:00-10:20
学生语文测试卷封装/

学生休息

责任督学、样本校校长、副校长、

语文监测员及相关人员



时间 工作程序 主要测试工作人员

10:20-10:30
学生语文相关因素问卷

填答准备
责任督学、副校长及相关人员

10:30-11:10
学生语文相关因素问卷

填答

责任督学、样本校校长、信息员、

司时员

11:10-14:00 测试生午饭、休息 安保人员

13:30-14:00
学生数学测试准备/学

生检录进入测试室

责任督学、样本校校长、副校长、

数学监测员及相关人员

14:00-15:00 学生数学测试

责任督学、样本校校长、副校长、

数学监测员、信息员、司时员及

相关人员

15:00-15:20

学生数学测试卷封装/

学生休息
责任督学、样本校校长、副校长、

数学监测员、信息员

15:20-15:30
学生数学相关因素问卷

填答准备
责任督学、副校长及相关人员

15:30-16:10
学生数学相关因素问卷

填答

责任督学、样本校校长、信息员、

司时员

测试结束后

送回监测工具（工具回

收地址：南昌市经开区

瑞香路 889 号南昌师范

学院正德楼 602）

样本校保密员

(二)处置应急问题与突发事件

如发生应急问题与突发事件，样本校须立即报告南昌市

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及南昌师范学院江西教育评估院，并按

上级指示进行临场处置。

六、教师问卷及家长问卷填答

教师问卷及家长问卷会在 12 月 5 日后以短信形式发到

参测教师及家长手机上，直接在手机上作答，请各样本校提

前通知到位。



七、其他事项

请各样本校确定 1名监测工作联络员（可由信息员担任），

保证相应人员的稳定，并于 2020 年 11 月 19 日前将名单报

市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联络员请加入 QQ 群和微信

群。

学生与教师信息上报表请见附件 5-8。

南昌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联系人:曾文婷，电话：

0791-83986481，邮箱：ncjydd@126.com。

南昌师范学院江西教育评估院,联系人：赵立,电话：

13907914549，邮箱：370620493@qq.com

附件：1.2020 年南昌市局属学校义务教育质量监测工作

联络表

2.门签、座号纸等标签样式

3.学生测试教室座位示意图

mailto:ncjydd@126.com
mailto:370620493@qq.com


4.2020 年南昌市局属学校义务教育质量监测 xx

学校公示栏

5.九年级学生信息采集表

6.中学教师信息采集表

7.中学九年级学生相关信息填写说明

8.中学教师信息填写说明

南昌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

2020 年 11 月 16 日

南昌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 2020 年 11 月 16 日印发



附件 1

2020年南昌市局属学校义务教育质量监测工作

联络表

学校 姓名 部门及职务 联系电话 邮箱



附件 2

测试教室门签：

2020 年南昌市局属学校义务教育质量监测

XXXX 学校

测试教室

（一）

问卷填答室门签：

2020 年南昌市局属学校义务教育质量监测

XXXX 学校

学生问卷填答室

（一）

座号纸样例：

2020 年南昌市局属学校义务教育质量监测

座位号：

０１

学校名称：xxxx

考场号：xxxx

学生姓名： （由学生现场填写）



附件 3

学生测试教室座位示意图

学生测试教室座位编排如下图所示，以面对讲台左手边的第一个座位为 01，按照“横 S”

型编排，座位号按 01 到 30 的顺序排列。虚线为测试卷/填答卡/草稿纸/问卷分发的顺序。若样

本校测试教室长度较短，可依实际情况按“竖 S”型编排测试生座位。



附件 4

2020 年南昌市局属学校义务教育质量监测 xx 学校公示栏

一、测试时间：2020 年 12 月 4 日

场次 学生测试

语文测试 9:00-10:00

相关因素问卷填答（语文） 10:30-11:10

数学测试 14:00-15:00

相关因素问卷填答（数学） 15:30-16:10

二、测试学生名单

三、举报电话

南昌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0791-83986481

四、测试生守则

一、严格遵守测试纪律，不得冒名顶替。放松心态，如实作答。

二、在规定位置填写个人信息和答题。不在规定位置作答无效。

三、遇测试卷或填答卡字迹模糊，监测用文具用品出现问题，或测试

卷与填答卡的题本号不对应等问题时，可先举手，得到允许后提问。不得

提出有关试题内容的问题。

四、保持安静，不得喧哗，不得影响其他测试生作答。

五、测试结束后须停止答卷，并将测试卷、填答卡和草稿纸放在桌子

的右上角，按监测教师指令，依次离开测试教室。不得提前交卷，不得将

测试卷、填答卡和草稿纸带出测试教室。

2020 年南昌市局属学校义务教育质量监测 xx 学校公示栏

一、测试时间：2020 年 12 月 4 日

场次 学生测试

语文测试 9:00-10:00

相关因素问卷填答（语文） 10:30-11:10

数学测试 14:00-15:00

相关因素问卷填答（数学） 15:30-16:10

二、测试学生名单

三、举报电话

南昌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0791-83986481

四、测试生守则

一、严格遵守测试纪律，不得冒名顶替。放松心态，如实作答。

二、在规定位置填写个人信息和答题。不在规定位置作答无效。

三、遇测试卷或填答卡字迹模糊，监测用文具用品出现问题，或测试

卷与填答卡的题本号不对应等问题时，可先举手，得到允许后提问。不得

提出有关试题内容的问题。

四、保持安静，不得喧哗，不得影响其他测试生作答。

五、测试结束后须停止答卷，并将测试卷、填答卡和草稿纸放在桌子

的右上角，按监测教师指令，依次离开测试教室。不得提前交卷，不得将

测试卷、填答卡和草稿纸带出测试教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