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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教育厅文件

赣教体艺字〔2018〕6 号

关于公布 2017 年全国国防教育特色学校
和全国中小学国防教育示范学校名单的通知

各普通高校、各设区市教育局、省直管县(市)教育局：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实《国家教育事业发

展“十三五”规划》，提高学生综合国防素质，以机制创新带

动全国大中小学校国防教育深入开展和提高质量，有效发挥国

防教育的育人功能和综合效益，教育部于 2017 年开展了中小学

国防教育示范学校创建活动，在学校自主申报、各县、市级教

育行政部门遴选和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推荐基础上，教育部综合

认定我省南昌大学等 36 所学校为“国防教育特色学校”，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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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定萍乡市安源区萍乡中学等 24 所学校为“中小学国防教育示

范学校”，现将 2017 年全国国防教育特色学校（附件 1）和全

国中小学国防教育示范学校（附件 2）名单予以公布，并就有关

事宜通知如下：。

一、深化改革创新，注重典型引领。各评定的国防教育特

色学校和示范学校要充分利用所在地人文环境、优秀历史传统

和教育资源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各地中小学国防教育特色学校

要以本地的国防教育示范学校为创建目标，在管理机制、课程

开发、教育方式、工作模式、活动开展、师资队伍和实践基地

建设等方面进一步提高水平和办出特色。

二、统筹各类资源，保障教学效果。各评定的国防教育特

色学校和示范学校要保障教学时间，在相关课程中有机融入学

校国防教育内容。有效开展主题活动，利用重要时间节点营造

良好的教育氛围，利用图书馆、阅览室、宣传栏、互联网站等

资源开展形式多样的日常教育活动。学校国防教育工作要得到

师生员工的广泛支持，并努力为其他地区和学校国防教育改革

与发展提供先进经验，发挥示范作用。

三、强化组织领导，健全管理机制。各评定的国防教育特

色学校和示范学校要高度重视国防教育，纳入年度工作计划和

议事日程，定期研究工作，明确分管校领导和专门机构负责组

织开展教育教学活动，完善教育教学方案和计划，健全管理制

度和绩效评估机制，加大经费预算和政策支持，安排专职和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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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教师进行课程教学和各项活动。

四、纳入发展规划，加强建设管理。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

把特色学校和示范学校纳入本地教育发展规划，制定本地区的

管理、建设和支持方案，明确工作目标，完善政策措施。各类

教师培训中涵盖学校国防教育内容，加强学校国防教育综合实

践基地建设与管理，整合各类教育教学资源。

五、完善质量监测，建立报告制度。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

对本区域内学校年度国防教育情况进行统计汇总，向上级提交

专项报告。市级教育行政部门编制发布本地区学校国防教育年

度报告，省教育厅编制全国学校国防教育年度报告。

六、扩大舆论宣传，营造良好氛围。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

充分发挥大众传媒特别是新媒体的舆论宣传作用，加大对学校

国防教育的政策、经验和做法的正面宣传报道，努力形成全社

会关注、关心和支持学校国防教育的良好氛围。

按教育部要求，“十三五”期间将有计划有步骤地持续开

展全国国防教育特色学校和全国中小学国防教育示范学校的认

定公布工作，建立健全特色学校和示范学校带动学校国防教育

全面发展的有效机制，实施扶持项目，统筹多方资源，继续推

动和支持国防教育特色学校和示范学校建设。省教育厅将加强

特色学校和示范学校国防教育工作情况和教育教学质量的监督

检查，对于不合格的学校启动退出机制，取消命名并予以通报。

请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及时将工作进展情况和发现的有关问题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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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我厅体卫艺处，联系人及联系电话：谢莲花 0791-86765205，

吴洁琼 0791-86765207，电话：电子邮箱：jxsgfjy@163.com。

附件：1.2017 年全国国防教育特色学校名单

2.2017 年全国中小学国防教育示范学校名单

江西省教育厅

2018 年 3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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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7 年全国国防教育特色学校名单

序号 所属市 学校名称 学校类别

1 南昌市 南昌大学 本科院校

2 南昌市 南昌航空大学 本科院校

3 南昌市 南昌理工学院 本科院校

4 南昌市 华东交通大学 本科院校

5 赣州市 赣南医学院 本科院校

6 吉安市 井冈山大学 本科院校

7 抚州市 东华理工大学 本科院校

8 景德镇 景德镇陶瓷大学 本科院校

9 南昌市 江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院校

10 南昌市 江西工业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院校

11 南昌市 江西工业贸易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院校

12 南昌市 江西财经职业学院 高职院校

13 南昌市 南昌市铁路一中 普通高中

14 南昌市 南昌洪都中学 普通高中

15 南昌市 南昌市第一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中等职业学校

16 南昌市 江西省商务学校 中等职业学校

17 南昌市 江西省通用技术工程学校 中等职业学校

18 南昌市 南昌市珠市学校教育集团云飞校区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19 南昌市 南昌市定山小学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20 南昌市 南昌市东湖小学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21 南昌市 南昌市象湖实验学校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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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属市 学校名称 学校类别

22 赣州市 上犹中学 普通高中

23 赣州市 于都长征源小学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24 赣州市 石城县第五小学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25 赣州市 大余东门小学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26 吉安市 吉安四中 普通高中

27 吉安市 井冈山龙市小学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28 抚州市 黎川县第一中学 普通高中

29 抚州市 抚州市东乡区职教中心 中等职业学校

30 瑞昌市 瑞昌市现代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中等职业学校

31 瑞金市 瑞金职业中专 中等职业学校

32 抚州市 南城县第二小学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33 九江市 永修县第二中学 普通高中

34 九江市 武宁县第二中学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35 新余市 新余市新钢第一小学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36 上饶市 上饶市实验小学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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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7 年全国中小学国防教育示范学校名单

序号 所属市 所属县(区) 学校名称 学校类别

1 萍乡市 安源区 萍乡中学 高中阶段

2 宜春市 丰城市 宜春市丰城市第二中学 高中阶段

3 抚州市 临川区 抚州市临川区第一中学 高中阶段

4 上饶市 婺源县 上饶市婺源县茶叶学校 高中阶段

5 南昌市 东湖区 南昌市东湖区八一中学 义务教育阶段（初中）

6 新余市 渝水区 新余市渝水区新钢中学 义务教育阶段（初中）

7 赣州市 安远县 赣州市安远县第三中学 义务教育阶段（初中）

8 宜春市 宜丰县 宜春市宜丰县崇文中学 义务教育阶段（初中）

9 宜春市 袁州区 宜春实验中学 义务教育阶段（初中）

10 抚州市 东乡区 抚州市东乡区第二中学 义务教育阶段（初中）

11 上饶市 铅山县 上饶市铅山县第二中学 义务教育阶段（初中）

12 上饶市 鄱阳县 上饶市鄱阳县思源实验学校 义务教育阶段（初中）

13 南昌市 西湖区
南昌市西湖区珠市学校教育集团云飞

校区
义务教育阶段（普通小学）

14 南昌市 青山湖区 南昌师范附属实验小学玉泉岛校区 义务教育阶段（普通小学）

15 新余市 分宜县 新余市分宜县第一小学 义务教育阶段（普通小学）

16 新余市 渝水区 新余市渝水区新钢第一小学 义务教育阶段（普通小学）

17 赣州市 于都县 赣州市于都县长征源小学 义务教育阶段（普通小学）

18 吉安市 井冈山市 吉安市井冈山市毛泽东红军学校 义务教育阶段（普通小学）

19 宜春市 奉新县 宜春市奉新县第五小学 义务教育阶段（普通小学）

20 宜春市 铜鼓县 宜春市铜鼓县三都镇中心小学 义务教育阶段（普通小学）

21 抚州市 金溪县 抚州市金溪县秀谷第一小学 义务教育阶段（普通小学）

22 抚州市 广昌县 抚州市广昌县第二小学 义务教育阶段（普通小学）

23 抚州市 南城县 抚州市南城县第二小学 义务教育阶段（普通小学）

24 上饶市 横峰县 上饶市横峰县第二小学 义务教育阶段（普通小学）



—— 8 ——

江西省教育厅办公室 2018年3月19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