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 西 省 教 育 厅 处 室 函 件

关于开展信息技术与小学数学学科教学融合
创新课例培训班的通知

各设区市、省直管县（市）教育局相关科室：

为进一步提高小学数学学科教师教学水平 ，促进信息技

术与小学数学学科深度融合，根据江西省教育厅《关于组织实

施江西省中小学教师省级培训工作的通知》（赣教师字〔2019〕

4 号）要求，定于 2019 年 11 月下旬在新余举办全省信息技术

与小学数学学科教学融合创新课例培训班，现将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 培训形式及对象

1.集中培训：每县（市、区）拟派小学数学教师 3 人参加，

全省共计 300 人。（具体见附件 1）

2.网络培训：各设区市安排每县（市、区）小学数学教师

参训，全省共计 2000 人（具体见附件 2）。

网络培训学员通过全省中小学教师用账号和密码登录江

西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直播栏目，观看“信息技术与小学数

学学科教学融合创新课例培训”直播或回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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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培训内容

1.信息技术与小学数学学科融合创新课例展示、研讨。

2.对教师进行教育信息化理论知识及应用能力的专题培

训。

三、 培训地点和时间

（一）集中培训分二期

1.第一期：南昌、景德镇、鹰潭、宜春、上饶、抚州。

11 月 24 日下午报到，25-27 日上午培训。

2.第二期：九江、萍乡、新余、赣州、吉安、6 个省直管

县（市）。

11 月 27 日下午报到，28-30 日上午培训。

培训地点：新余暨阳学校

报到地点：新余山水国际商务大酒店（新余市中山路 117

号） 联系人：郭小莲 15107907099

前台电话：0790-6493333 6655388

乘车路线：

高铁站：1.从新余北站乘坐 806 路公交车经过 8 站到达人

民医院步行 1.1 公里到达。2.乘坐 403 路公交车到达毛家菜场

步行 1.1 公里到达。3.乘坐 403 路公交车经过 12 站到达毛家

村步行 260 米从燃气公司乘坐 303、803 路公交车经过 3 站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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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暨阳世纪城步行 140 米到达。4.从新余北站乘坐 806 路公交

车经过 5 站到达湿地公园，步行 20 米从湿地公园公交站台乘

坐 308 路到达暨阳玫瑰城，步行 240 米到达。打车费用大概

35 元左右 。

火车站：1.从火车站车站乘坐 303、304 路公交车达到曼

福特下车，步行 100 米左右到达。打车费用大概 10 元左右。

（二）网络培训时间：2019 年 11 月 25 日—2019 年 12

月 31 日。（网上学习，在本地收看直播或回放。）

四、培训费用

参训人员食宿统一安排，培训经费由省教师资格认定服务

和培训中心从2018年度省培计划经费中安排，免收学员培训费、

住宿费，参训学员的往返交通费回所在单位核销。

五、报名及相关要求

（一）请各设区市、省直管县教育局接要高度重视此项工

作，指定专人负责，按通知要求，认真做好参训人员的选派工

作。通过教育厅“培训项目和证书管理系统”将名额逐级分解

到县到校，由校级管理员通过该系统将参训教师信息逐级上传

至市级管理员审核后，于11月20日前上传至系统对应培训项目，

并通知教师按时参训。联系人：郑镜晔，联系电话：

0791-86765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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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请各设区市电教馆、省直管县（市）电教站同时将

“集中培训参训人员报名表”（见附件 3），于 11 月 20 日前发

至省电教馆，并及时督促参训人员按时参加培训。

联系人：曾尚峰 电话：0791-88511209

王 瑶 电话：0791-88513731 QQ：615509569

电子邮箱：pxbjxdjg@163.com

附件：1.全省信息技术与小学数学学科教学融合创新课例

培训班集中培训参训人员名额分配表

2.全省信息技术与小学数学学科教学融合创新课例

培训班网络培训学员名额分配表

3.全省信息技术与小学数学学科教学融合创新课

例培训班集中培训参训人员报名表

江西省教育厅师资处

2019 年 11 月 11 日

mailto:pxbjxdjg@163.com


- 5 -

附件 1

全省信息技术与小学数学学科教学融合创新课例培

训班集中培训参训人员名额分配表

设区市 人数 设区市 人数 设区市 人数

南昌市 36 九江市 36 景德镇市 12

萍乡市 15 新余市 9 鹰潭市 12

赣州市 48 宜春市 24 上饶市 30

抚州市 27 吉安市 33 共青城市 3

瑞金市 3 丰城市 3 鄱阳县 3

安福县 3 南城县 3

合计 3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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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全省信息技术与小学数学学科教学融合创新课例培

训班网络培训学员名额分配表

设区市 人数 设区市 人数 设区市 人数

南昌市 220 九江市 220 景德镇市 100

萍乡市 100 新余市 100 鹰潭市 100

赣州市 400 宜春市 160 上饶市 160

抚州市 160 吉安市 160 共青城市 20

瑞金市 20 丰城市 20 鄱阳县 20

安福县 20 南城县 20

合计 20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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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全省信息技术与小学数学学科教学融合创新课例培

训班集中培训参训人员报名表

设区市、省直管县（市）：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单位 手机号码

注：请用 EXCEL 汇总制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