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举办2021年实践研学培训班的通知

经研究决定，安徽省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学基地将于

2021年全年度举办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实践研学培训，现将相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研学目标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

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全

国教育大会精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

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师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重要讲话精神，持续加强学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师队伍建设，不断打好提高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质量和水平

的攻坚战，安徽省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学基地面向全国大

中小学思政课教师以及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党务、团学、辅

导员等管理骨干开展培训研学活动，组织教师进行理论学习研讨、

现场教学观摩、实地参观考察，有力的促进教师个人理论与实践

相结合，多角度、多形式、全方位地加强思想政治理论工作队伍

安徽省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学基地（安徽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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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

安徽省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学基地以理想信念教育为

核心，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以体验式、情景式实践教学为特

色，充分运用淮河文化、红色文化、改革创新文化和乡村振兴新

时代文明实践等资源，结合“四史”教育特别是党史教育和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改革，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

成导向正确、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具有特色的实践

研学活动，切实提高教师队伍思想政治素质和育人能力，推动思

政课守正创新，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构建。

二、研学对象、内容及形式

（一）研学对象：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以及从事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的党务、团学、辅导员、班主任等管理骨干。

（二）理论教学：邀请知名专家作专题报告。

（三）现场教学：到淮河文化现场、红色文化场馆、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改革创新高地、社会主义新农村、历史文化遗迹等

地进行考察学习。

（四）观摩教学：大中小优秀思政课教师实景教学。

（五）优秀思政课教师交流研讨：开展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

学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中小幼思政课程建设讨论交流

活动。

（六）其他方面的学习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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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学时间

（一）2021 年（具体时间可商定），为期 7 天；

（二）2021 年（具体时间可商定），为期 5 天。

注：每一期的第一天为报到日，最后一天的午餐后返程。

四、研学费用

每人每天研学费用 550 元（参照国内相关基地培训费用和安

徽省相关指导性文件规定，以研学实际天数和研学内容具体核算），

包括授课、现场教学、住宿（单、标间）、餐饮、资料、场地、当

地交通等费用。

各研学单位（或个人）费用请于正式开班前一周内（最迟不

得晚于报到日三天前）一次性打入安徽财经大学账户。由安徽财

经大学开具“培训费”发票。

账户名称：安徽财经大学

账号：1303202219200003043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蚌埠财大支行

★汇款时请注明：思政课教师研学培训费。汇款后请及时与

工作人员联系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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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学日程

（一）高校思政课教师

时间 内容 研学主题和研学形式

Day1 全天 报到

Day2

上午

1.实践研修活动开班仪式

2.专题讲座一：高校思政课守正

创新：思路与对策

专家专题报告

下午
3.专题讲座二：如何上好思政课

4.小组讨论
专家专题报告

Day3 全天

5.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沈浩纪

念馆、与当年大包干带头人座

谈；

6.明中都城、明皇陵

1.主题：改革创新文化和传

统文化教育

2.形式：现场教学和情景教

学

Day4

上午
7.蚌埠博物馆、孙家圩子渡江战

役总前委纪念馆

1.主题：传承传统文化、弘

扬革命精神

2.形式：现场教学

下午
8.虹亚汽车集团公司党建文化

馆

1.主题：坚定理想信念

2.形式：现场教学

Day5 全天

9.盱眙黄花塘新四军军部纪念

馆（或者定远藕塘皖东新四军纪

念馆）

1.主题：不忘初心使命

2.形式：现场教学

Day6

上午 10.安徽农垦集团龙亢有限公司
1.主题：乡村振兴

2.形式：现场教学

下午

11.凯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

建材玻璃工业设计研究院国家

实验室（或者蚌埠自贸区蚌埠工

业博物馆）

1.主题：科技创新

2.形式：现场教学

Day7 全天
12.研学心得交流总结、结业、

返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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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小学思政课教师

时间 内容 研学主题和 研学形式

Day1 全天 报到

Day2

上午

1.实践研修活动开班仪式

2.专题讲座一：中小幼爱国主

义教育教学

专家专题报告

下午
3.专题讲座二：如何上好思政

课4．小组讨论
专家专题报告

Day3 全天

5.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沈浩

纪念馆、与当年大包干带头人

座谈

6.明中都城、明皇陵

1.主题：改革创新文化和传统文化教育

2.形式：现场教学和情景教学

Day4

上午
7.蚌埠博物馆、孙家圩子渡江

战役总前委纪念馆

1.主题：传承传统文化、弘扬革命精神，

2.形式：现场教学

下午
8.虹亚汽车集团公司党建文化

馆

1.主题：坚定理想信念

2.形式：现场教学

Day5 全天
9.寿县安丰塘（芍陂）、寿县

博物馆

1.主题：淮河文化

2.形式：现场教学

Day6

上午

10.蚌埠市龙子湖区文明实践

站

11.蚌埠市好人馆

1.主题：新时代公民文明道德教育

2.形式：现场教学

下午

12.蚌埠市冯嘴子村（花鼓灯之

乡）、上洪村（美好乡村示范

村）、中洼村（全国文明村）

1.主题：传统文化与乡村振兴

2.形式：现场教学

Day7 全天
13.研学心得交流总结、结业、

返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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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每个班一般分为七天或者五天，研学内容可根据研学对

象及其需要进行订制；根据每个班次的具体要求，研学时间和路

线可做随机调整。

2.其它供选协同创新中心实践教学点

寿县小甸镇特支纪念馆、怀远县龙亢镇新四军淮上行署旧址、

宿州淮海战役双堆集烈士纪念馆、合肥渡江战役纪念馆、淮南新

四军纪念馆、大通万人坑教育馆、蚌埠站陈列馆、津浦铁路固镇

遗址公园、泾县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金寨革命博物馆（烈士

陵园、红军博物馆）、安徽农垦集团龙亢农场有限公司、湖上升明

月（太湖世界文化论坛年会永久会址）、龙子湖区新时代文明实践

大道、蚌埠市禹会区冯嘴子村（中国非遗花鼓灯之乡）、蚌埠市禹

会区中洼村等七个全国文明村。

3.安徽省周边其他教育基地可供选择。

六、联系方式

办公电话：0552-3178618

联系人： 王老师 18655245350

马老师 15755259709

项老师 18255025771

七、其他事项

（一）请认真准确地填写报名回执表（见附件），并及时将电

子版发送至研学基地邮箱 szjd@aufe.edu.cn，发送后请与工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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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联系确认。对于有饮食禁忌的少数民族学员请标注清楚。

（二）参加研学时，请一定记得携带本人居民身份证。

（三）研学报到地点：蚌埠市丰原四季酒店（高铁站店）。

（四）其他供选酒店

1.蚌埠市龙兴观湖酒店；

2.蚌埠市龙湖阳光假日酒店；

3.小岗干部学院。

（五）研学不提供接送站服务，请参加研修学员自行前往。如

有特殊原因，请提前与工作人员联系。

安徽省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学基地

2021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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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报名回执表

发票抬头 纳税人识别号

研学时间/期次 研学人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航班/车次 到达时间、地点

序号 姓名 性别 民族 单位及职务/职称 手机号码 身份证号码 备注

1

2

3

4

5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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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学员健康登记表和健康承诺书

姓 名 联系电话

参训班次 2021年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实践研学班第（ ）期

工作单位及职位

紧急联系人姓名 紧急联系人电话

近14天内有无进出新
冠肺炎疫情中高风险

地区

（请选择打“√”，下同）
有 无

有无接触疑似、确诊
新冠肺炎患者史

有 无

有无核酸检测报告 有 无

目前健康状况（请选择打“√”，可多选）：
发热□ 咳嗽□ 咽痛□ 胸闷□
呼吸困难□ 恶心呕吐□ 腹泻□ 头疼□
无上述异常症状□

其他需要说明情况

本人承诺以上提供的资料真实准确。如有不实，本人愿承担由此引发

的一切后果及法律责任。

填报人签名： 填报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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