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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培计划（2020 ）”——创新素养标杆校班主任能力 

提升培训报到通知 

 

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财政厅联合印发《关于做好 2020 

年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国家级培训计划组织实施工作的通知》（宁教师

[2020]123 号）文件精神，由全国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网承担的

“国培计划（2020）”——宁夏回族自治区创新素养标杆校班主任能

力提升培训，定于 2020 年 12 月 6 日—12 月 10 日在银川组织实

施，现将培训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培训时间 

报到时间：2020 年 12 月 6 日下午 14:00 前。 

培训时间：2020 年 12 月 6 日—12 月 10 日，12 月 11 日上午返

程。 

二、培训对象 

创新素养标杆校班主任，小学每校 1 人，初中每校 2 人。（具体

名单见附件） 

三、培训地点 

培训地点：宁夏九洲国际饭店（银川市兴庆区西桥巷与解放西

路交叉路口东侧） 

四、报到须知 

1.请各市县（区）教育行政部门高度重视，认真安排，根据要

求落实好参训学员的报送工作。 

2.参训学员报到时需携带本人身份证。  

3.按照财政部、教育部及教育厅相关文件精神，集中培训期间

学员的住宿费、培训费由国培专项资金提供，往返交通费由学员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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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单位报销。 

4.根据教育部、教育厅文件精神，学员不能无故缺席，因故不

能报到（或推迟报到）者，须提前来电或来函说明情况，无故逾期

不到者，视为自动放弃学习。 

5.培训期间不得携带家属参训。 

五、项目组联系方式 

全国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网项目组联系人： 

倪  彤 15695010105 

李小波 18509536555 

李玉霞  18995198730 

杨  静  15595112850 

 

附件：参训学员名单 

 

 

 

全国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网 

 2020 年 12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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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参训学员名单 

序号 所在地区（县） 姓名 单位 

1 贺兰县 王薇 贺兰县第四中学 

2 贺兰县 张浩婷 贺兰县第四中学 

3 贺兰县 赵丽琴 贺兰县第六小学 

4 金凤区 陈金强 银川市金凤区良田回民中学 

5 金凤区 丁静 金凤区第十一小学 

6 金凤区 房龙 银川市金凤区第一回民小学 

7 金凤区 王晓娟 银川市金凤区良田回民中学 

8 灵武市 单强 灵武市第四中学 

9 灵武市 李强 灵武市第二中学 

10 灵武市 沈冰 灵武市第四中学 

11 灵武市 闻红雁 灵武市第四小学 

12 灵武市 谢姣娥 灵武市第二中学 

13 银川市直属 王娜 银川市阅海中学 

14 银川市直属 刘志芳 银川市阅海中学 

15 银川市直属 马永辉 唐徕回中西校区 

16 银川市直属 王学茹 银川阅海小学 

17 银川市直属 夏宇敏 唐徕回中西校区 

18 银川市直属 刘叶 银川市实验小学 

19 银川市直属 马凤镅 银川北塔中学 

20 银川市直属 宋佳 银川第二十中学 

21 西夏区 万薇 银川市西夏区实验小学 

22 西夏区 王琨仑 银川市西夏区第十小学 

23 西夏区 成进军 银川十八中 

24 西夏区 杨杰 银川十八中 

25 兴庆区 郑佳 银川十五中 

26 兴庆区 周莉 银川市第十五中学 

27 兴庆区 张宗华 银川市兴庆区第三小学 

28 兴庆区 兰志霞 银川市兴庆区回民第二小学 

29 永宁县 柏婷婷 望远中心小学 

30 永宁县 王先燕 永宁县回民高级中学 

31 永宁县 王欢 永宁县回民高级中学 

32 海原县 顾星怡 海原县第一小学 

33 海原县 马彦贵 海原县第二中学 

34 海原县 杨占俊 海原县第二中学 

35 沙坡头区 秋慧宁 中卫市第七小学 

36 沙坡头区 吴俊丽 中卫市第七小学 

37 沙坡头区 朱芊 中卫市第十一小学 

38 中卫市直属 鲁海蓉 中卫市第六小学 

39 中卫市直属 孙志霞 中卫市第三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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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中卫市直属 张红菊 中卫市第四中学 

41 中宁县 冯建宁 中宁县第二中学 

42 中宁县 姬秀宝 中宁县第二中学 

43 中宁县 张亚楠 中宁 县第五小学 

44 彭阳县 范书亮 彭阳县第二小学 

45 彭阳县 海铎 彭阳县第四中学 

46 彭阳县 李淑萍 彭阳县第四中学 

47 泾源县 黑婷婷 泾源县第一中学 

48 泾源县 马娟妮 泾源县第一中学 

49 泾源县 兰旭霞 泾源县第三小学 

50 隆德县 陈芬芬 隆德县第一小学 

51 隆德县 黄广斌 隆德县第二中学 

52 隆德县 马秀芳 隆德县张程乡张程小学 

53 隆德县 苏艳艳 隆德县第一小学 

54 隆德县 王娟红 隆德县第二中学 

55 隆德县 赵昌宏 隆德县张程中学 

56 固原市直属 高蕊 固原市回民中学 

57 固原市直属 高凡茸 固原市第一小学 

58 固原市直属 卢立虎 固原市回民中学 

59 西吉县 马兰 西吉县第一小学 

60 西吉县 王克新 西吉县实验中学 

61 西吉县 张聪平 西吉县实验中学 

62 原州区 仇新军 固原市第三中学 

63 原州区 董文芳 原州区第十一小学 

64 原州区 温小龙 固原市第三中学 

65 大武口区 孙淑红 石嘴山市第六中学 

66 大武口区 王梦琦 石嘴山市第十五小学 

67 大武口区 张帆 石嘴山市实验中学 

68 大武口区 朱健华 石嘴山市第六中学 

69 惠农区 卢丽 石嘴山市第四中学 

70 惠农区 袁佳莉 石嘴山市第四中学 

71 惠农区 赵方圆 石嘴山市第二十二小学 

72 平罗县 丁建国 平罗县第五中学 

73 平罗县 侯春蕾 平罗县城关第三小学 

74 平罗县 蒋艳 平罗县第五中学 

75 石嘴山市直属 廉婷婷 石嘴山市实验中学 

76 红寺堡区 程婧 红寺堡区第三中学 

77 红寺堡区 沈菊菊 红寺堡区第三中学 

78 红寺堡区 庄彩琴 红寺堡区第一小学 

79 利通区 陈雪娇 吴忠市利通区第九小学 

80 利通区 金晓惠 吴忠市利通区金银滩复兴学校 

81 利通区 路倩 吴忠市利通区第九小学 

82 青铜峡市 齐宁宁 青铜峡市第五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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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青铜峡市 妥雪思 青铜峡市第五小学 

84 青铜峡市 王玲娟 青铜峡市第五中学 

85 吴忠市直属 郭丽丽 宁夏吴忠市第三中学 

86 吴忠市直属 马姣 吴忠市朝阳小学 

87 吴忠市直属 张瑞 宁夏吴忠市第三中学 

88 吴忠市直属 赵阳 吴忠市利通街第一小学 

89 同心县 马芳芳 同心县第一小学 

90 同心县 买晓燕 同心县海如女子中学 

91 同心县 周旭霞 同心县海如女子中学 

92 盐池县 李慧军 盐池县第一中学 

93 盐池县 龚学清 盐池县第一中学 

94 盐池县 胡建华 盐池县第一小学 

95 自治区直属学校 王文琳 银川市第二十一小 

96 自治区直属学校 张容星 宁夏长庆初级中学 

97 自治区直属学校 蔡芸菲 宁夏长庆小学 

98 自治区直属学校 赵雅楠 银川市二十一小湖畔分校 

99 自治区直属学校 张学强 宁夏大学附属中学 

100 自治区直属学校 景琛 宁夏大学附属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