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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文件 

 
 

苏教关秘〔2021〕9 号 

 

 

关于填报《关心下一代工作 2021 年度 

统计表》的通知 
 

各设区市教育局（系统）关工委，各高等学校关工委： 

现将 2021年度的统计表印发给你们，请各设区市教育局（系

统）关工委、各高等学校关工委认真统计，于 2022 年 3 月底前

将填好的统计表报省教育系统关工委秘书处。 

本统计表可在我委网站（2021 年 1 月 1 日开通）下载，网

址为：http://jyggw.ycw.com.cn/，各地各校可以直接输入网址

进入。本年度表式在上年度基础上略有变动，表一是通讯联络信

息，不管人员有无变化均请按最新情况完整填报，不得空白或只

写“同上年”、“不变”等字样。 

http://jyggw.ycw.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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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教系统请各设区市转发辖区内县（市、区），表二、表三

的有关栏目数据需要统计出全市汇总数以设区市为单位统一上

报，表一则将各县（市、区）教育关工委的表格原样复制打包作

为附件发送给我们。 

请将填写好的统计报表采用电子邮件方式发送我委工作邮箱

guangw@ec.js.edu.cn 或 崔 定 友 同 志 工 作 邮 箱

（cuidy@ec.js.edu.cn)。联系电话：025-83335584。  

 

附件 1：普教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 2021年度统计表 

2：高等学校关心下一代工作 2021年度统计表 

    

 

 

 

江苏省教育系统关工委秘书处 

    2021年 12月 28 日 

mailto:请尽可能采用电子邮件方式发送我委的专用邮箱（guangw@ec.js.edu.cn），或崔定友同志gyz;
mailto:请尽可能采用电子邮件方式发送我委的专用邮箱（guangw@ec.js.edu.cn），或崔定友同志gyz;


附件一：

（普教表一）

姓名 姓名

（现、原）

党政职务

（现、原）

党政职务

姓名 姓名

（现、原）

党政职务

（现、原）

党政职务

姓名

（现、原）

党政职务

姓名

姓名

职务

姓名 办公室电话

 

邮政编码

详细地址

普教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2021年度统计表

市教育局（系统）关工委

设区市本级教育局关工委组织情况

秘书处挂靠单位

其中在职         人

其中返聘     人

2021年工作经费（万元）

日常工作团队联系电话 区号：

关 工 委 职务 手机号码

                                                @

关工委专用网页（专栏）

网址

特别提示
  “日常工作团队联系电话”栏请填写关工委主任、分管领导、常务副主任、驻会
副主任、秘书长、副秘书长和秘书等人的联系方式，不属于上述类型的人员不要填
写。

填表人：  填表日期：

主任

常务副主任

人

名誉主任

副主任

秘书长

副秘书长 （现、原）

党政职务

秘书处工作人员人数

接收纸质材料邮寄地址

分管领导

接收电子邮件专用邮箱



（普教表二）

县级教育局总个数

关工委日常工作团队中老同志总人数

日常工作团队中在职专（兼）职干部总人数

县级教育局关工委当年工作经费总数（万元）

全市乡镇（街道）总个数

其中建立教育关工委的乡镇（街道）个数

全市中小学校（含公办幼儿园）总校数

其中成立关工委（小组）的学校（园）个数

其中通过常态化合格考核的校级关工委个数

全市普教系统离退休人员总人数

以各种形式参与关工工作总人数

其中骨干人数（经常参加活动者）

骨干培训情况 全市参与各级关工委骨干培训人次数

特别提示：

普教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2021年度统计表

全市关心下一代工作队伍建设情况

    本页表二、下页表三数据截至当年12月31日，各行统计项目说明中均已
有明确的“单位”，最后一列只需填写数字，切勿再后缀任何单位（个、元
之类），以免影响数据汇总。

辖区内县（市、区）
教育局关工委建设情况

学校关工委（小组）
建设情况

离退休人员



主题教育情况 参加主题教育活动学生人数

宣讲团个数

组织宣讲教育报告场次数

接受教育青少年（人次）数

参与宣讲教育活动的老同志人次数

其中：参加网络宣传工作的老同志人数

县级家长学校总校个数

中小学(幼儿园）举办家长学校总数

其中：建立网上家长学校数

举办家庭教育讲座场次

到家长学校听课的家长人数

参与教育系统家长学校工作的老同志人数

使用省编教材家长学校占家长学校数比例（%）

帮困助学涉及学校数

参与帮困助学的老同志人数

接受帮困助学的学生数

教育关工委用于帮困助学的资金数（万元）

参与关爱留守儿童的老同志人数

接受关爱的留守儿童总数

参与帮带的老同志人数

接受帮带的青年教师人数

老同志参与工作的校外辅导站个数

参与校外辅导站工作的老同志人数

在辅导站接受老同志辅导的学生人数

关工委参与工作的“谈心屋”总个数

参与“心理帮助”活动的老同志总人数

接受帮助的学生数

校关工委建关爱超市个数

参与关爱超市老同志人数

市县级工作平台个数

参与上述平台工作老同志人数

其他 担任网吧义务监督员的老同志人数

普教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2021年度统计表
（普教表三）

全市“五老”参与关心下一代工作基本情况

填表人：                                           填表日期：               

核心价值体系宣讲教育情况

教育系统家长学校情况

帮困助学情况

关爱留守儿童情况

青蓝工程情况

校外辅导情况

心理帮助情况

关爱超市

工作平台



附件二：

（高校表一）

姓名 姓名

（现、原）

党政职务

（现、原）

党政职务

姓名 姓名

（现、原）

党政职务

（现、原）

党政职务

姓名

（现、原）

党政职务

姓名

姓名

职务

姓名 办公室电话

 

邮政编码

详细地址

高等学校关心下一代工作2021年度统计表

                     大学（学院）关工委

高校关工委组织情况

秘书处挂靠单位

其中在职          人

其中返聘     人

2021年工作经费（万元）

日常工作团队联系电话 区号：

关 工 委 职务 手机号码

                                  @

关工委专用网页（专栏）

网址

特别提示
“日常工作团队联系电话”栏请填写关工委主任、分管领导、常务副主任、驻会副主任

、秘书长、副秘书长和秘书等人的联系方式，不属于上述类型的人员不要填写。

填表人： 填表日期：

主任

常务副主任

    人

名誉主任

副主任

秘书长

副秘书长
（现、原）

党政职务

秘书处工作人员人数

分管领导

接收纸质材料邮寄地址

接收电子邮件专用邮箱



（高校表二）

全校应建二级关工委个数

其中已经建立二级关工委个数

其中通过常态化建设合格考核个数

二级关工委日常工作团队中老同志总人数

全校二级关工委本年工作经费总数（万元）

全校离退休人员总人数

以各种形式参与关工工作总人数

其中骨干人数（经常参加活动者）

骨干培训情况 全校参与各级关工委骨干培训人次数

特别提示：

高等学校关心下一代工作2021年度统计表

关心下一代工作队伍建设情况

    本页表二、下页表三数据截至当年12月31日，各行统计项目说明中均
已有明确的“单位”，最后一列只需填写数字，切勿再后缀任何单位（个
、元之类），以免影响数据汇总。

二级关工委
建设情况

离退休人员
参与活动情况



（高校表三）

主题教育情况 参加主题教育活动学生人数

组织宣讲教育报告场次数

听报告的青年教师和大学生人次数

参与宣讲教育活动的老同志人次数

其中：参加网络宣传工作的老同志人数

担任特邀党建组织员的老同志人数

特邀党建组织员帮助培养入党积极分子数

特邀党建组织员当年帮助发展党员人数

参与帮带的老同志人数

接受帮带的青年教师人数

担任教学督导员的老同志人数

督导课时总数

参与社团指导工作的老同志人数

接受指导的社团学生人数

关工委参与工作的“谈心屋”总个数

参与“心理帮助”活动的老同志总人数

接受帮助的学生数

参与帮困助学的老同志人数

接受关工委帮困助学的学生数

关工委用于帮困助学的资金数（万元）

参与校外辅导站工作的老同志人数

老同志参加校外辅导站工作的人次数

关爱超市个数

参与关爱超市工作老同志人数

校级工作平台个数

在校级平台工作老同志人数

高等学校关心下一代工作2021年度统计表

“五老”参与关心下一代工作基本情况

填表人：                                                 填表日期：

核心价值体系宣讲教育情况

特邀党建组织员工作情况

青蓝工程工作情况

教学督导员工作情况

社团指导工作情况

心理帮助情况

帮困助学情况

校外辅导情况

关爱超市

工作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