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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教育科学研究所文件
教科所〔2021〕2 号

关于组织申报2021 年度

郑州市教育科学课题的通知

各开发区教育局，各区县（市）教育局，局直属各学校（单位）：

根据全市教育科研工作安排，现将 2021 年度市级教育科研课

题申报、立项的有关事项安排如下。

一、立项要求

（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

和全国教育大会、省市教育大会精神，遵循基本教育规律，坚持

教育改革创新，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及办“美好教育”的发



—2—

展目标。选题须切合当前全市教育教学改革发展实际，具有一定

的研究价值和意义。

（二）紧密联系工作中的实际问题。选题要结合教师的工作

实际、研究特长和研究条件。指向真实存在的教育教学问题，并

把问题转化为课题，以破解当前教育改革发展中的重点问题和解

决教育教学中的实际问题为目标。

（三）课题论证与设计要科学规范。能够准确界定课题的核

心概念；能够准确综述所研究问题的历史与现状；研究内容与目

标相匹配并具体化，研究重点突出、思路清晰、方法恰当、计划

可行；课题组成员特别是主持人要具有一定的学术积累，鼓励跨

部门跨校合作研究，共享科研资源，形成研究合力。

（四）预期成果内容和形式明确。预期成果包括研究报告、

论文或专著等形式。下列情况之一的均不予立项：编著或译著；

教辅资料或习题集；一般性工作总结；主要成果已在课题立项前

获得；他人已经获得的成果或与他人成果在性质和特征上类似的

成果。

二、课题类型

市级立项课题分“重点课题”和“一般课题”两类。课题研

究周期均为一年。

“重点课题”以今年全市教育改革发展的重大问题和重点问

题为主要内容，兼顾教学一线面临的重要问题。“重点课题”包

括经费支持重点课题和经费自筹重点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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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课题”以一线教师的校本研究为主，突出“小、精、

实、新”，切忌空泛、陈旧、脱离实际。“一般课题”均为经费

自筹课题。

三、申报办法

（一）申报形式

1.本学年度课题申报必须并且只能通过网络平台申报，所有

立项课题全部通过网上申报，不报送纸质材料。

2. 各 单 位 登 陆 郑 州 市 教 科 所 业 务 综 合 管 理 平 台

(http://jkswl.zzedu.net.cn/)后，点击“课题立项申报平台”，

输入本单位代码和登陆密码，按照要求输入课题组基本信息（题

目、主持人姓名、参与者姓名、工作单位、联系方式等信息）并

且将电子文档“郑州市教育科学课题立项申报表”（附件 1）以

附件形式提交。

（二）申报要求

1.课题立项评审为匿名评审，所有课题组的基本信息如实填

写在课题申报平台页面上，“郑州市教育科学课题立项申报表”

（附件 1）中不能出现任何课题组的信息，课题主持人和课题组

成员的姓名、单位名称等信息，统一用×××、××××××代

表。请各单位初评时严格把关，如有此类现象，一律不进入评审

程序。

2.课题组成员包括主持人最多为 5人，不能将两个人的姓名

填入一个姓名格内，如有此类现象，系统将自动剔除并无法进入

http://jkswl.zzedu.ne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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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项评审。

3.各单位的单位代码参见“区县（市）、局直属学校（单位）

代码一览表”（附件2）。

4.申报时，请注意在平台上选择自己申报的课题类型：一般

课题或者重点课题。

5.关于课题的所有信息都仅在网络平台上体现，请各课题组

务必正确录入完整、准确的各项信息，包括题目（必须是完整题

目，不得出现“XXX”,题目和副标题总长度不得超过 26个字符）、

姓名、单位名称（必须与法人证和公章保持一致）等。市教科所

无法对已经录入的信息做任何检查与修改。

6.实施分级管理的原市属公办初中由各区教科室负责市级

课题申报工作，申报数量已分配至所在辖区。

7.各区县（市）教育科研部门联系方式参见“区县（市）教

育科研部门联系方式一览表”（附件3）。

（三）申报范围及数量

1.各单位申报的“重点课题”和“一般课题”的申报数量参

见“区县（市）、局直属学校课题申报数量一览表”（附件 4）。

2.各区县（市）需保障所辖区域内在乡、镇及其以下的每所

农村学校均有市级课题申报。

3.有意向申报课题的民办学校，需要先提出书面申请，遵守

郑州市相关课题管理规定的要求，待申请批准后方可进行课题立

项申报。市教育局属民办学校向市教科所提出申请，区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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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民办校向所属区域教科室提出申请，每区县（市）根据实际情

况确定申报学校。市教育局属民办学校于 1月 29日前，将市教

育局民办学校办学批复和加盖单位公章的书面申请（注明学校校

长、教科室主任姓名及联系方式），扫描后发至邮箱：

jkspxbm@126.com，文件命名为“市属民办+学校名称”。各区县

（市）相关工作自行安排。

4.有意向申报课题的郑州地区的省直属公办学校，需要先提

出书面申请，遵守郑州市相关课题管理规定的要求，待备案后方

可进行课题立项申报。郑州地区的省直属公办学校于1月 29日

前，将加盖单位公章的书面申请（注明学校校长、教科室主任姓

名及联系方式），扫描后发至邮箱：jkspxbm@126.com，文件命名

为“省直属+学校名称”。

（三）申报要求

1.每人限申报一项课题（以课题主持人为准），承担有在研

郑州市教科研各类课题且未结项的主持人不予申报。

2.申报课题由个人申请，课题负责人所在区县（市）教科室

或局直属学校初评和推荐，不受理个人申报。

（四）申报时间

2021 年 3月 22日—3月 26日（3月 22日前及 3月 26日后

申报平台录入信息无效）。

四、评审立项

（一）市教科所将组织专家对申报课题进行匿名评审，拟立

mailto:jkspxbm@126.com，各县（市、区）相关工作自行安排。
mailto:jkspxbm@126.com，各县（市、区）相关工作自行安排。
mailto:jkspxbm@126.com，各县（市、区）相关工作自行安排。
mailto:jkspxbm@126.com，各县（市、区）相关工作自行安排。
mailto:jkspxbm@126.com，各县（市、区）相关工作自行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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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郑州市教育科学课题立项申报表

填表说明：本表供匿名评审使用，填写时不得出现课题主持人和课题组成

员的姓名、单位名称等信息，统一用×××、××××××代表。否则，

一律不进入评审程序。

一、课题基本信息

课题名称

计划完成时间 预期成果形式

二、课题设计论证

1.研究背景（问题和原因分析）；2.本课题相关的研究现状综述；3.研究

目标和主要内容；4.主要研究方法；5.研究详细计划。（请逐项填写，可

另加附页）

注：此表填写后以附件形式在“课题立项申报平台”中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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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区县（市）、局直属学校单位代码一览表

郑州市第一中学 S01 郑州市第一0一中学 S71 金水区 X01

郑州市第二高级中学 S02 郑州市第一0二高级中学 S72 中原区 X02

郑州市第四高级中学 S04 郑州市第一0三高级中学 S73 二七区 X03

郑州市第五高级中学 S05 郑州市第一0六高级中学 S74 管城回族区 X04

郑州市回民高级中学 S06 郑州市第一0七高级中学 S75 惠济区 X05

郑州市第七高级中学 S07 郑州市扶轮外国语高级中学 S76 上街区 X06

郑州市第九中学 S09 郑开学校 S77 高新区 X07

郑州市第十一中学 S11 郑州市实验高级中学 G50 经济技术开发区 X08

郑州市第十二中学 S12 郑州龙湖一中 G56 郑东新区 X09

郑州市第十四高级中学 S14 郑州艺术幼儿师范学校 S80 新密市 X10

郑州市第十六高级中学 S16 郑州市经济贸易学校 S81 荥阳市 X11

郑州市第十八中学 S18 郑州市信息技术学校 S82 新郑市 X12

郑州市第十九高级中学 S19 郑州市电子信息工程学校 S83 登封市 X13

郑州市第二十四中学 S24 郑州市财贸学校 S84 中牟县 X14

郑州市第三十一高级中学 S31 郑州市国防科技学校 S85 巩义市 X15

郑州市第四十四高级中学 S44 郑州市金融学校 S86 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X16

郑州市第四十七高级中学 S47 郑州市科技工业学校 S87

郑州外国语学校 S65 郑州市商贸管理学校 S43

郑州第九十九中学 S66 郑州职业技术学院 G01

郑州市盲聋哑学校 S67 郑州旅游职业学院 G02

郑州市教工幼儿园 S68 郑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G03

郑州市实验幼儿园 S69

郑州师范学院附属小学 S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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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区县（市）教育科研部门联系方式一览表

区县（市） 教育科研部门名称 联系电话

金水区 金水区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科所 60116625

中原区 中原区教育局教科室 67660698

二七区 二七区教育局教科室 68810787

管城回族区 管城回族区教育局教师发展研究中心教科组 66360512

惠济区 惠济区教育局教科室 55322850

上街区 上街区教育科学研究中心 68929672

高新区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社会事业局教研和智慧

教育发展中心教科室
55969980

经济技术开

发区
经济技术开发区教科室 61316936

郑东新区 郑东新区基础教育教学研究室教科室 60200918

新密市 新密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 56519536

荥阳市 荥阳市教育局教学研究室教科室 64629389

新郑市 新郑市教育局教育科学研究室 62692631

登封市 登封市教学研究室教科室 62872062

中牟县 中牟县教育局教育科 62181852

巩义市 巩义市教育科研培训中心教科室 64387359

航空港经济

综合实验区

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新郑综合保税区）

基础教研室教科室
5659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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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区县（市）、局直属学校课题申报数量一览表

单位名称 重点课题数量 一般课题数量

金水区 37 288

中原区 27 248

二七区 35 280

管城回族区 29 256

惠济区 17 208

上街区 15 120

高新区 15 150

经济技术开发区 15 150

郑东新区 15 150

新密市 15 200

荥阳市 15 200

新郑市 15 200

登封市 15 200

中牟县 15 200

巩义市 15 200

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15 150

局直属学校（单位） 2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