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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绩点底线应不低于学生所在学科普通类推免生成绩底线。因

特殊情况不能满足以上要求的高校，须提前向全国项目办书面

请示并获得批准。

（4）诚实守信，学风端正，无任何考试作弊和剽窃他人

学术成果记录；品行表现优良，无任何违法违纪受处分记录。

凡有不良记录者，一票否决，不得入选。

（5）身心健康，能胜任西部地区基础教育志愿服务工作。

（6）积极参加志愿服务，有志愿服务经历者，同等条件

下可优先考虑。

3. 选拔流程

（1）各高校须按有关规定成立由校领导担任组长的研究

生支教团推免生遴选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应包括团委、研

究生院、教务处、招生就业处、学生处等相关职能部门。

（2）严格执行自愿报名、项目办审核、集中考核面试（报

名登记表、面试人员建议名单见西部计划官网）、面试全程录

像、纪委全程参与等相关程序。

（3）高校项目办统一组织入围学生体检。体检医院应为

三级乙等及以上医院或专门的体检机构，体检项目及体检标准

见西部计划官网。考虑到时间紧张的因素，建议各高校将所有

入围学生（含递补学生）一同进行体检，以免因递补人员无时

间体检，无法完成招募计划。

（4）选拔结果经本校研究生推免工作领导小组审核后，

在校园网等公共平台公示，公示期不少于 7天。

（5）各高校应在 2020年 9月 25日（周五）前在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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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招生网站上完成相关信息录入工作，并与入选研究生支

教团成员签订《招募协议书》（见西部计划官网）。

（6）各高校项目办在 2020年 10月 25日前，指导入选研

究生支教团成员登录西部计划官网，在“第 23届研究生支教团

报名注册信息系统”中填报相关信息，并由高校项目办进行审

核（各高校的用户名、密码和高校代码请与省级项目办联系）。

（7）研究生支教团选拔工作须做到信息公开、过程公开、

结果公开，选拔过程的音视频、图片、文字记录等资料应长期

留存备查。

（三）培训及上岗

1. 加强团支部建设和岗前培训。研究生支教团成员确定后，

各高校项目办应及时指导成立研究生支教团团支部，加强团支

部建设。要制定培训计划、建立培训台账，围绕提升理论素养、

增强教学技能、熟悉管理规定、了解服务地风土人情等内容，

开展不少于 60小时的岗前培训，培训结束后要提交培训记录

台账。学校要支持研究生支教团成员参加教学见习，制定相应

措施鼓励研究生支教团成员报考中小学教师资格证。各省级项

目办要继续探索统筹开展区域性多校联合培训。

2. 按时报到参加服务省集中培训。各高校项目办要提前与

服务省项目办联系沟通，在规定时间内派专人（或队长带队）

带领研究生支教团服务队前往服务省按时报到并参加省级集

中培训（报到时间原则上与当年西部计划志愿者同步）。服务

省项目办要开展志愿者管理制度、安全健康教育、地方风俗民

情、教学授课技能、团队精神塑造等方面的培训，培训结束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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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发放志愿服务证。研究生支教团成员确因特殊情况不能按

时报到和参加培训的，高校项目办需向全国项目办办理请假手

续，未经请假的将按相关规定严肃处理。

3. 派遣上岗。研究生支教团志愿者集中培训后应直接上岗。

各服务省项目办要聚焦“支教扶贫”主责主业，将研究生支教团

成员安排在当地县级及以下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校从事基础

教育教学工作，原则上县级以下同一所中小学派遣志愿者人数

不少于 2人，不多于 5人，严禁将志愿者留在各级机关或学校

行政岗位专职从事非教学工作。

暑假期间，服务县项目办要在保障志愿者安全和解决食宿

条件等前提下，组织研究生支教团成员到当地有关单位实习，

或集中参与“七彩假期”青年志愿者关爱农村留守儿童活动，为

当地留守儿童提供假期陪护、学业辅导、自护教育、素质拓展

等服务，或参与其他志愿服务活动、青年工作等。如服务县项

目办确因特殊情况需研究生支教团成员延期报到的，须向服务

省项目办、全国项目办书面报告并获得批准。

（四）新增和调换服务地的审定

1. 拟新增或调换研究生支教团服务地（县级行政区域）的，

原则上派往 52个未摘帽贫困县、三区三州地区（见附件 2）或

高校对口扶贫县。第 23届新增指标 3人及以上的高校（新增

指标不足 3人的高校鼓励自配指标达到 3人及以上），应在附

件 2中任意选择三个新增服务地并确定拟派遣人数，同时就选

择意向进行排序（至少选择一个未摘帽贫困县），并于 2020年

10月 30日前报全国项目办。全国项目办将统筹考虑高校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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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愿，按各省和高校对口扶贫优先原则与高校进行协商和调剂，

最终确定高校与新增服务县的匹配关系。

2. 经全国项目办核准新增成为研究生支教团服务地的县

级项目办应与对应高校项目办签订意向协议书（相关模板见西

部计划官网），此项工作在 2020年 12月底前完成。

3. 各高校项目办要尽可能保持服务地研究生支教团工作

开展的延续性和稳定性，确需调整现有服务地或部分调整服务

地、服务人数的，须与拟调入地服务县项目办、服务省项目办

初步沟通同意后，书面报高校所在地省级项目办、全国项目办

批准。

三、保障机制

1. 各高校项目办应按照教育部有关推荐免试研究生规定，

为入选研究生支教团志愿者协调办理相关手续。志愿服务期间，

应届本科毕业生保留一年研究生入学资格，在读研究生保留一

年学籍。

2. 按照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有关规定，研究生支教团

志愿者享受服务期为一年的有关政策。志愿服务期满考核合格

的，计算服务期及工龄，并在服务证书及服务鉴定表中体现。

3. 志愿服务期间，工作生活补贴、社会保险、商业保险等

服务保障，执行当年度西部计划实施方案有关规定。地方各级

财政要统筹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和自身财力，按月及时足额发放

研究生支教团志愿者工作生活补贴；承担志愿者社会保险单位

缴纳部分（个人缴纳部分从志愿者工作生活补贴中代扣代缴）；

为每名研究生支教团志愿者购买单项最高保额不低于 8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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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身意外伤害（含意外身故、意外残疾）、重大疾病（含急

性病身故）等商业保险，确保在服务省集中培训前三天生效；

县级项目办要协调服务单位为研究生支教团志愿者提供免费

住宿和餐饮便利等必要的生活保障。

四、工作要求

各级项目办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志愿服务

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新时代研究生支教团在实践育

人、支教扶贫、弘扬志愿精神等方面的重要意义，切实将研究

生支教团工作抓实、抓好、抓出成效。

各高校项目办一方面要推动学校党委专题研究研究生支

教团工作，进一步规范组织管理、招募选拔、培训派遣、管理

服务、考核表彰、宣传推介、跟踪培养等方面工作，积极推进

将研究生支教团骨干纳入学校“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

对象；另一方面积极依托学校力量着力推动和参与服务地县域

教育综合改革，充分发挥好研究生支教团在教育综合改革中的

桥梁纽带作用。服务省各级项目办要定期开展志愿者在岗履职

情况检查，抓细抓实志愿者上岗离岗、请销假、志愿者安全事

故月报告等制度。要把研究生支教团工作作为重要的实践育人

平台，运用多种方式广泛宣传研究生支教团服务队感人故事和

研究生支教团成员成长事迹，用身边人、身边事去影响更多的

青年大学生。

需循惯例报送全国项目办的相关材料，应在 2020年 10月

30日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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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 23 届（2021—2022 年度）研究生支教团
高校指标配置表

（以教育部最终下发的文件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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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第 23 届（2021—2022 年度）研究生支教团高校
申报未摘帽贫困县及三区三州地区意向统计表

学校名称（项目办盖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服务省 服务市 服务县 申报派遣人数 优先级排序 备注

广西

河池市
大化县 未摘帽贫困县
罗城县 未摘帽贫困县

柳州市 三江县 未摘帽贫困县

百色市
隆林县 未摘帽贫困县
乐业县 未摘帽贫困县

四川

阿坝州

阿坝县 三区
若尔盖县 三区
壤塘县 三区
汶川县 三区
茂县 三区

甘孜州

九龙县 三区
道孚县 三区
色达县 三区
巴塘县 三区
乡城县 三区
稻城县 三区
得荣县 三区

凉山州
布拖县 未摘帽贫困县,三州
金阳县 未摘帽贫困县,三州
木里县 三州

贵州

毕节市
纳雍县 未摘帽贫困县
赫章县 未摘帽贫困县

黔西南州 晴隆县 未摘帽贫困县
铜仁市 沿河县 未摘帽贫困县
安顺市 紫云县 未摘帽贫困县

云南
怒江州 福贡县 未摘帽贫困县,三州
昭通市 镇雄县 未摘帽贫困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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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省 服务市 服务县 申报派遣人数 优先级排序 备注

普洱市 澜沧县 未摘帽贫困县
文山州 广南县 未摘帽贫困县
红河州 屏边县 未摘帽贫困县

迪庆州
香格里拉市 三区
德钦县 三区
维西县 三区

甘肃

陇南市
西和县 未摘帽贫困县
礼县 未摘帽贫困县

定西市
通渭县 未摘帽贫困县
岷县 未摘帽贫困县

庆阳市 镇原县 未摘帽贫困县

甘南州

合作市 三区
舟曲县 三区
卓尼县 三区
临潭县 三区
迭部县 三区
夏河县 三区
碌曲县 三区
玛曲县 三区

临夏州

临夏市 三州
永靖县 三州
广河县 三州
和政县 三州
康乐县 三州
积石山县 三州

新疆

和田地区

皮山县 未摘帽贫困县,三区
于田县 未摘帽贫困县,三区
洛浦县 未摘帽贫困县,三区
策勒县 未摘帽贫困县,三区

喀什地区

莎车县 未摘帽贫困县,三区
伽师县 未摘帽贫困县,三区
叶城县 未摘帽贫困县,三区
英吉沙县 未摘帽贫困县,三区

青海 海西州
天峻县 三区
乌兰县 三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