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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一、《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测评体系操作手册》是《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

作测评体系》的配套材料，依据《测评体系》5 个测评项目、27 条测评标准进行细化，明确具体

要求。

二、测评数据采取网上申报、实地考察、问卷调查 3 种方式采集。

三、操作手册由中央文明办发布并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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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测评材料网上申报内容

（最终项目内容以网上申报系统发布为准）

1.中央文明办开设“网上申报系统”，测评前将网址、用户名及密码发给参评城市（区）。《全

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测评体系操作手册》规定的需要进行网上申报的指标均由参评城市

（区）通过网上报送。

2.材料时限为测评当年，截止到测评开始的 1 个月前。如 10 月测评，材料时限截止到当年 8

月，同时，根据实际情况，材料时限可以适当前溯，以能说明工作情况为宜。如当年的材料不能

说明情况，必要时可以采集之前的文件或材料。

3.材料格式分四种：规范文件、说明报告、实景图片、统计表格。要求上传规范文件的，将

文件红头页或盖章页制作成图片（单个图片文件控制在 2MB 以内）上传，同时上传该文件的电子

版（全文传送），也可以将全文制作成 JPG 或 PDF 格式上传。说明报告按要求写出情况说明，字数

控制在 800 字以内，以 WORD、WPS 或永中文件形式上传电子版即可。实景图片要求提供现场照片、

样报图片或电脑、电视截屏，按测评要求上传一定数量（单个图片文件控制在 2MB 以内）。统计表

格由各地从“网上申报系统”下载模板进行填写，加盖市级相关主管部门公章，制作成图片上传。

4.评分方法采用“状态描述法”，以 A、B、C、C#进行评价。A 为满分，B 为 66%，C 为 33%，

C#为 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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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评

项目
测评标准 具体要求 相关提示

1.领导体

制和工作

机制

1）召开会议进行安排部

署，制定下发专门的工作

方案或责任分工。

①围绕贯彻落实中央文明委工作安排，召开会议进行

研究部署，有会议通知、领导讲话等材料。

教育局提供相关的会议通知（规范文件）、领导讲话（规范文件）、

会议记录、会议照片（带主题全景）3张 等材料。

注：会议通知文件可以是公函、传真、电报。

②有落实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的具体方案或任

务分工。
教育局提供具体方案或任务分工（规范文件）。

2）健全完善学校、家庭、

社会“三结合”教育网络

的措施、办法。

有本市（区）建立健全学校、家庭、社会“三结合”

教育网络，包括发挥学校龙头作用、家庭基础作用、

社区平台作用，形成工作合力等方面的情况。

教育局、妇联、各街道提供建立健全学校、家庭、社会“三结合”

教育网络的材料（说明报告）。

3）本市（区）教育、民

政、文化、团委、妇联、

残联、关工委等部门有常

态化工作品牌或经验。

①有说明本市（区）教育、民政、文化、团委、妇联、

残联、关工委等部门在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建设工作方面创造的典型经验、成功做法的材料。

教育局、民政局、文广新局、团市委、妇联、残联、关工委等

部门，提供本市（区）经验、做法的材料（说明报告）。

②有说明本市（区）教育、民政、文化、团委、妇联、

残联、关工委等部门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方

面创造的工作品牌或经验的媒体报道材料。

教育局、民政局、文广新局、团市委、妇联、残联、关工委等

部门提供报刊、电视、网络等媒体对本市（区）的工作品牌或经验所

作宣传报道的实景图片（每个部门经验上传 1种媒体报道的图片或截

图即可，最多 3 种媒体，图片总量控制在 21 张以内）。

4）本市（区）范围内每

年有 1至 2次未成年人思

想道德建设工作检查考

评。

①有本市（区）实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检查

考评的工作安排，如方案或通知等。

文明办提供本市（区）实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检查考评的工

作安排（规范文件）。

②有说明本市（区）开展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

检查考评，包括时间、内容及结果等情况的材料。

文明办提供本市（区）开展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检查考评情况

的材料（说明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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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评

项目
测评标准 具体要求 相关提示

2.思想道

德教育实

践活动

2）在重要时间节点组织

好“我的中国梦”主题教

育实践活动。

①有开展清明祭英烈、学习和争做美德少年（或学习

雷锋、做美德少年）、童心向党、向国旗敬礼等活动

的工作安排，如方案或通知等。

教育局、团市委提供组织开展清明祭英烈、学习和争做美德少年（或

学习雷锋、做美德少年）、童心向党、向国旗敬礼等活动的工作安排

（规范文件）。

②有说明开展清明祭英烈、学习和争做美德少年（或

学习雷锋、做美德少年）、童心向党、向国旗敬礼等

活动的说明材料和相关图片。

教育局、团市委 提供反映清明祭英烈、学习和争做美德少年（或学

习雷锋、做美德少年）、童心向党、向国旗敬礼等活动情况的说明材料

（说明报告）和相关实景图片（每个活动3 张，总数控制在12 张以内）。

3）开展美德少年等身边

榜样学习活动常态化。

①有开展美德少年等身边榜样学习活动的年度或经常

性的工作安排，如方案或通知等。

教育局、团市委提供上传开展美德少年等身边榜样学习活动的年度

或经常性的工作安排（规范文件）。

②有开展美德少年等身边榜样学习活动的情况和相关

图片。

教育局、团市委提供开展美德少年等身边榜样学习活动的情况（说

明报告）和实景图片（3张）。

4）组织开展以孝敬、友

善、节俭和诚信为主要内

容的中华经典诵读活动，

加强未成年人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教育。

①有本市（区）组织开展中华经典诵读活动、加强中

小学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工作安排，如方案或

通知等。

教育局、团市委提供本市（区）组织开展中华经典诵读活动，加强

未成年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工作安排（规范文件）。

②有中小学校开展中华经典诵读活动、加强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教育的情况及相关图片。

教育局提供开展经典诵读活动、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情况

（说明报告）和实景图片（3 张）。

3.学校教

育

1）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进教材、进课

堂、进头脑。

①有本市（区）教育行政部门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的工作安排，如方案

或通知等。

教育局提供本市（区）教育行政部门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教材、

进课堂、进学生头脑的工作安排（规范文件）。

②有说明本市（区）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教材、

进课堂、进学生头脑取得进展成效的材料。

教育局提供说明本市（区）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教材、进课堂、

进学生头脑取得进展成效的材料（说明报告）。

2）有中小学校开展“爱

学习、爱劳动、爱祖国”

活动安排和落实情况。

①有本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关于在中小学校开展“爱

学习、爱劳动、爱祖国”活动的工作安排，如方案或

通知等。

教育局提供本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关于开展“爱学习、爱劳动、爱

祖国”活动的工作安排（规范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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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评

项目
测评标准 具体要求 相关提示

3.学校

教育

2）有中小学校开展“爱

学习、爱劳动、爱祖国”

活动安排和落实情况。

②有本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在中小学校开展“爱学

习、爱劳动、爱祖国”活动情况。

教育局提供本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在中小学校开展“爱学习、爱劳

动、爱祖国”活动的情况（说明报告）。

3）广泛开展文明校园创

建活动，措施扎实，氛围

浓厚，成效明显。

①有本市（区）文明委或文明办、教育行政部门关于

开展文明校园创建活动的工作安排，如方案或通知。

教育局提供本市（区）关于开展文明校园创建活动的工作安排（规范

文件）。

②有说明本市（区）开展文明校园创建活动进展成效

的材料。
教育局提供本市（区）开展文明校园创建活动的情况（说明报告）。

4）中小学校德育课、少

先队活动落实，效果好。

①提供本市（区）中小学校思想品德课（思想政治课）、

少先队活动的安排。

教育局提供本市（区）中小学校思想品德课（思想政治课）、少先队

活动的安排（规范文件）。

②提供本市（区）中小学校思想品德课（思想政治课）、

少先队活动的落实情况。

教育局提供本市（区）落实中小学校德育课、少先队活动情况（说明

报告）。

5）中小学校实施师德师

风建设工程有具体方案、

有实际效果。

①提供本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关于实施师德师风建设工

程的工作安排，如方案或通知等。

教育局提供本市（区）关于实施师德师风建设工程的工作安排（规范

文件）。

②提供本市（区）实施师德师风建设工程、提高教师

职业道德素养的进展和成效情况。

教育局提供本市（区）实施师德师风建设工程、提高教师职业道德素

养的进展和成效情况（说明报告）。

6）中小学校建立家长委

员会，办好家长学校，加

强家校联系。

①提供本市（区）关于中小学校建立家长委员会、开

办家长学校，加强家校联系的有关安排，如方案或通

知等。

教育局提供本市（区）关于中小学校建立家长委员会、开办家长学校，

加强家校联系的有关安排（规范文件）。

②提供本市（区）在中小学校建立家长委员会、开办家长

学校，加强家校联系的工作进展情况。

教育局提供本市（区）在中小学校建立家长委员会、开办家长学校，

加强家校联系的情况（说明报告）。

7）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

等接受义务教育有措施、

落实好。

①提供本市（区）保障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

育的工作安排，如方案或通知等。

教育局提供本市（区）保障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工

作安排（规范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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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评

项目
测评标准 具体要求 相关提示

3.学校

教育

7）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接

受义务教育有措施、落实好。

②提供本市（区）保障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接受义

务教育的情况。

教育局提供本市（区）保障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情

况（说明报告）。

8）实施《国家学生体质

健康标准》，落实体育课

程设置和课时安排要求。

①统计并计算本地实施《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

试并将数据上报国家数据库的学校比例。
教育局填写统计表格 3-8-1 参加测试的学校比例

②统计并计算本地参加《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

试的学生比例。
教育局填写统计表格 3-8-2 参加测试的学校比例

③统计并计算本地测试结果达到《国家学生体质健康

标准》合格的学生比例。

注：上述三项数据均为测评上一年度、城区中小学校

（含中职学校）数据。

教育局填写统计表格 3-8-3 参加测试的学校比例

4.家庭教

育和社会

教育

1）社区将家长学校或家庭

教育指导服务站点建设纳

入社区发展规划，将家庭教

育指导作为向辖区居民提

供的一项公共服务内容。

①说明本市（区）建立社区家长学校或家庭教育指导

服务站点等的情况，80%的城市社区已建立了家长学校

或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点。

各街道提供本市（区）建立社区家长学校或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点等

的情况（说明报告）。

②说明本市（区）依托社区家长学校或家庭教育指导

服务站点开展家庭教育培训的情况。

各街道提供本市（区）依托社区家长学校或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点开

展家庭教育培训的情况（说明报告）。

3）社区有具体措施关爱

帮扶困难家庭、流动人口

家庭未成年子女。

说明本市（区）社区针对困难家庭、流动人口家庭子

女开展关爱帮扶活动的具体措施和工作成效。

各街道提供本市（区）社区针对困难家庭、流动人口家庭子女开展关

爱帮扶活动的具体措施和工作成效（说明报告）。

4）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

公益性文化设施免费接

纳未成年人参观学习有

安排、有效果。

说明本市（区）落实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公益性文化

设施向未成年人免费开放的工作措施以及提供服务、

组织活动等情况。

注：主要检查根据 2004 年以来中央和国家机关有

关部门下发的文件，提出要免费开放的公共博物馆、

纪念馆、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以及美术馆、公共图

书馆、文化馆(站)等场所。

教育局、文广新局、民政局、各街道提供本市（区）落实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和公益性文化设施向未成年人免费开放的工作措施以及提

供服务、组织活动等情况（说明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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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评

项目
测评标准 具体要求 相关提示

4.家庭教

育和社会

教育

5）有校外未成年人心理

健康辅导站（点），运用

网络、电话、授课等多种

形式开展教育引导。

①提供本市（区）成长指导中心、心理维护中心等未

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站建设、管理和使用方面的材料。

教育局、民政局、妇联、团市委、各街道提供本市（区）成长指

导中心、心理维护中心等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站建设、管理和使用

方面的情况（说明报告）。

②提供本市（区）通过网络、电话、现场授课等形式开展

心理健康教育辅导的工作情况和相关图片。

教育局、民政局、妇联、团市委、各街道 提供本市（区）通过网络、

电话、现场授课等形式开展心理健康教育辅导的情况（说明报告）和实景图

片（2张）。

5.营造良

好社会文

化环境

1）扎实推进乡村学校少

年宫项目以及县级青少

年活动中心、示范性综合

实践基地等青少年校外

活动场所建设，有管理制

度、活动项目、经费保障

和专兼职辅导员队伍。

①说明本地落实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和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城市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三年

实现全覆盖要求的情况，包括制定的乡村学校少年宫

建设实施方案、进展情况等。

教育局提供落实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和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

作先进城市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三年实现全覆盖的要求，制定的乡村

学校少年宫建设实施方案（规范文件）、进展情况（说明报告）。

注：进展情况包括落实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项目和省级、市

级自建乡村学校少年宫的情况。无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项目的，

对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项目不作测评要求。三年的计算时间为一

个创建周期的起始至结束，全覆盖指每个乡镇至少有 1所乡村学校少

年宫。如果已实现全覆盖，说明覆盖情况和管理使用情况即可。直辖

市城区不测此项内容。

②提供关于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的领导小组、任务分

工、督促检查等方面的文件材料。

教育局提供关于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的领导小组、任务分工、督促检

查等方面的文件材料（规范文件）。

③提供本地乡村学校少年宫管理制度、活动项目、经

费保障、专兼职辅导员等方面的情况说明。

教育局提供乡村学校少年宫管理制度、活动项目、经费保障、专兼职

辅导员等方面的情况（说明报告）。

④提供本地县级青少年活动中心、示范性综合实践基

地等青少年校外活动场所的建设、管理、使用情况说

明。

教育局提供本地县级青少年活动中心、示范性综合实践基地等青少年

校外活动场所的建设、管理、使用情况（说明报告）。

注：根据本地实际进行说明即可。如果没有这两方面或某一方面

的情况，需请省级教育部门出具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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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评

项目
测评标准 具体要求 相关提示

5.营造良

好社会文

化环境

2）优秀童谣征集和推广、

传唱活动措施具体，普遍

开展。

①提供优秀童谣征集、推广和传唱活动的安排，如方

案或通知等。
教育局提供优秀童谣征集、推广和传唱活动的安排（规范文件）。

②提供优秀童谣推广、传唱活动情况材料。 教育局提供传优秀童谣推广、传唱活动情况（说明报告）。

3）加强网吧管理、取缔

“黑网吧”，经营性网吧

无接纳未成年人。

①提供本市（区）加强网吧管理方面的工作安排，如

通知或方案等。
文广新局提供传本市（区）加强网吧管理方面的工作安排（规范文件）。

②提供本市（区）加强网吧管理方面的情况。 文广新局提供本市（区）加强网吧管理方面的情况（说明报告）。

4）整治中小学校周边环

境常态化、效果实。

①提供本市（区）整治中小学校周边环境的工作安排，

如通知或方案等。

教育局、文广新局提供本市（区）整治中小学校周边环境的工作安

排（规范文件）。

②提供本市（区）整治中小学校周边环境的情况。
教育局、文广新局提供本市（区）整治中小学校周边环境的情况（说

明报告）。

5）关心关爱特殊群体未

成年人有措施、效果实。

①提供本市（区）关心关爱留守儿童、困境儿童、流

浪儿童等特殊群体未成年人的工作安排。

妇联、民政局、残联等部门提供本市（区）关心关爱留守儿童、困

境儿童、流浪儿童等特殊群体未成年人的工作安排（规范文件）。

②提供本市（区）关心关爱特殊群体未成年人的情况。
妇联、民政局、残联等部门提供本市（区）关心关爱特殊群体未成

年人的情况（说明报告）。

6）本市（区）主要新闻

媒体、都市类媒体、网络

媒体和社会媒介做好关

爱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

长的宣传。

①提供说明本市（区）在媒体做好关爱保护未成年人

健康成长宣传的情况。

教育局、广播电视台、妇联、互联网信息中心、文广新局等部

门提供本市（区）在媒体做好关爱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宣传的情况

（说明报告）和报纸、电视、网络宣传的实景图片（每种图片或截图

3 张，总量控制在 9 张以内，注明时间、媒体名称）。

②有本市（区）刊播关爱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公益

广告的情况说明和相关图片。

教育局、广播电视台、妇联、互联网信息中心、文广新局等部

门提供本市（区）刊播关爱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公益广告的情况（说

明报告）和报纸、电视以及公共场所有关公益广告的实景图片（每种

图片 3张，总量控制在 9张以内，注明时间、媒体名称或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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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表格 3—8—1 参加测试的学校比例

本市（区）中小学校总数 实施测试并将数据上报国家数据库的学校数量 上报学校占学校总数比例（%）

统计表格 3—8—2 参加测试的学生比例

中小学校学生数量 参加测试的学生数量 参加测试学生占学生总数的比例（%）

统计表格 3—8—3 合格学生的比例

中小学校

学生数量
参加测试的学生数量 达到合格的学生数量 合格学生占参加测试学生的比例（%）

注：数据取自测评上一年度，对象为城区中小学校（含中职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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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测评实地考察内容

1.实地考察依据《统计法》规范操作，按照地点类型统一、考察主体统一、考察方式统一的

原则采集数据。

2.实地考察以明察、暗访两种方式进行，随机抽取考察点。

3.测评队员分若干组别，只负责对不同考察点进行现场调查，客观记录并按照规范流程上报。

4.测评软件系统对考察记录进行汇总，自动生成实地考察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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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评

项目
测评标准 实地考察要求

3.学校

教育

1）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

中小学校：

①中小学校校园、教室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

②学生熟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

3）广泛开展文明校园创建活动，措

施扎实，氛围浓厚，成效明显。

中小学校：

有反映中小学校文明校园创建工作安排和落实情况的文字、图片资料。

4.家庭教

育和社会

教育

1）社区将家长学校或家庭教育指导

服务站点建设纳入社区发展规划，将

家庭教育指导作为向辖区居民提供

的一项公共服务内容。

社区：

①设有专属或共享的家长学校或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点等家庭教育场所；

②家庭教育场所有管理制度，有工作记录；

③有开展家庭教育活动的文字、图片资料。

2）社区有未成年人开展文体活动的

场所、设施和活动安排。

社区：

①文化活动中心（站、室）等设有未成年人专属或共享的活动场所；

②未成年人专属或共享的活动场所有管理制度，有工作记录；

③有未成年人开展活动的文字、图片资料。

注：以社区服务设施现有情况、社区原始记录为考核依据，以社区居民群众满意度为主要评价标准，不以悬挂牌子、

建立该项工作的专门台账等为考核要求。

4）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公益性文化

设施免费接纳未成年人参观学习有

安排、有效果。

公益性文化设施，如博物馆、纪念馆、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以及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等：

①未成年人进入公益性文化设施没有被收取任何费用；

②公益性文化设施在显著位置公示服务项目、开放时间以及免费开放的详细情况。若有收费项目，列出收费项目内

容和收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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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评

项目
测评标准 实地考察要求

4.家庭教

育和社会

教育

5）有校外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站

（点），运用网络、电话、授课等多

种形式开展教育引导。

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站（点）：

①有专门的工作场地；

②有心理健康辅导人员名单；

③有心理咨询电话或网络咨询热线；

④有开展心理健康辅导等方面的工作记录。

5.营造良

好社会文

化环境

3）加强网吧管理、取缔“黑网吧”，

经营性网吧无接纳未成年人。

网吧：

①在营业场所显著位置悬挂《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

②实名登记并查看身份证；

③显著位置设有未成年人禁入的警示牌；

④无未成年人上网现象。

4）整治中小学校周边环境常态化、

效果实。

中小学校：

①校园周边 200 米内无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性网吧）、电子游戏经营场所；

②无歌厅、舞厅、卡拉 OK 厅、游艺厅、台球厅等娱乐场所；

③无非法行医或以人流、性病治疗业务为主的诊所；

④无从事非法经营活动的游商和无证照摊点；

⑤无“三无食品”，无恐怖、迷信、低俗、色情的玩具、文具、饰品和出版物销售。

5）关心关爱特殊群体未成年人有措

施、效果实。

公共广场、商业大街、城市干道：

无流浪、乞讨未成年人。

6）本市（区）主要新闻媒体、都市

类媒体、网络媒体和社会媒介做好关

爱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宣传。

公共广场、商业大街、城市干道：运用户外广告、橱窗、展板、电子显示屏等形式，展示加强未成年人教育保护、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或其他有益于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公益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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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测评问卷调查内容

问卷调查方式分为入户调查和入校调查两种。

测评组依据社区的居民住户分布图或学校的学生分布情况，按照随机等距原则抽选调查对象，

测评人员出示测评证件，调查对象同意后，现场填写意见或回答问题。其他人员一律不得干扰。

测评

项目
测评标准 问卷主要内容

2.思想道
德教育实
践活动

1）未成年人熟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4 个字”。 对社会主义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熟悉程度。

3.学校

教育

3）广泛开展文明校园创建活动，措施扎实，氛围浓厚，成效明显。 师生对文明校园创建的知晓率和满意度。

4）中小学校德育课、少先队活动落实，效果好。
①中小学德育课、少先队活动是否有安排；

②德育课、少先队活动是否有减少课时或被占用的现象。

5）中小学校实施师德师风建设工程有具体方案、有实际效果。 对教师师德和师风的评价。

8）实施《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落实体育课程设置和课时安排要求。 ①中小学体育课、体育大课间是否有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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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评

项目
测评标准 问卷主要内容

4.家庭教

育和社会

教育

2）社区有未成年人开展文体活动的场所、设施和活动安排。
①所在社区是否有未成年人活动场所；

②所在社区是否组织过面向未成年人的活动。

4）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公益性文化设施免费接纳未成年人参观学习有安

排、有效果。
是否到当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公益性文化设施参观学习。

5.营造良

好社会文

化环境

3）加强网吧管理、取缔“黑网吧”，经营性网吧无接纳未成年人。 对本市（区）网吧管理的评价。

4）整治中小学校周边环境常态化、效果实。 对学校周边社会文化环境的评价。

6）本市（区）主要新闻媒体、都市类媒体、网络媒体和社会媒介做好关

爱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宣传。
对本市（区）开展未成年人教育保护宣传工作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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