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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简介
School Profile

2021 年，北京大兴精华学校落户瀛海镇，实施新优质学校布局，为

区域百姓输送优选教育资源。

北京大兴精华学校提出了“优师办校，优师授课”的新理念，由 12

位特级教师组成专家委员会，把关各学科发展，规划课程体系、调整教学

节奏、更新课堂内容、抓落实重反馈，手把手培训师资队伍，落实学校教

育教学战略。更有 20 余位特级教师覆盖所有学科，亲临课堂、进班上课。

北京大兴精华学校是 2021 年才开始招生的新建校，但精华的办学历

史已有 40 多年，自 1978 年开始做高考教育，至今已有四十四年升学考试

教学经验。从 2002 年开始，精华持续对复读的学生进行“高考失利原因

调查”，二十余年积累了数万名考生案例，总结归类失败教训、成功经验，

并运用到考试研究、教育教学中，历年来助力数万学子实现高考成绩“上

台阶”，每年更有 20 余名学子达到北大清华录取标准。

在此成果基础上，大兴精华学校独立创制了多维数据分析系统：从学

生的考试位次变化，到每道题的得分率、差错点，到知识点的掌握程度分布，

有效帮助老师对学生弱科弱项进行精准定位，助力学生快速提升。

北京大兴精华学校从 2021 年首批学生入校后，仅 8 个月的时间，平

均成绩在大兴区排名已经前进了 60%，成为新优质高中的一匹黑马。

02 0303学校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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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历史
School History

1978
春天创办了北京

四中教工子弟辅

导班

1992
获取办学许可证

2012
改“结果性评价”

为“过程性评价”

2014
成立精华教育考试

研究院

2017
完全独立创制成绩

分析系统

2021
开办新优质学校

2002
连续举办高考

复读班

1988
开始面向社会招生

04 05学校历史



核心价值观
Core Values

教育使命

让每一个孩子都上台阶

学校愿景

助力人生关键时刻

价值主张

请给我们更多的时间去帮助孩子

育人方式

管理育人    课程育人    环境育人    家校育人

校训

志存高远    奋勇登攀

06 07核心价值观



PROSPECT.US

曾有家长询问精华的老师“如何能保证孩子考上北大？”

我们与家长沟通：如果觉得孩子有考北大的潜力，那就要搞清楚孩

子目前学习上有哪些问题？这些问题能不能解决？

精华连续二十余年进行“高考失利原因调查”，积累了数万名考生

的失败教训和成功经验。

2021 年，精华开始举办高中阶段的“新优质学校”。我们深深理解：

无论中考结果如何，上高中之后，非常重要的目标之一就是考上理想的

大学。怎么避免三年后高考结果不理想呢？

您肯定期待孩子前途（prospect）能得到一流的保障。您现在看到

的就是我们的招生简章（prospectus），也是我们基于几万名学生的高

考教训、经验，总结提炼的培养方案。

让我们一起为孩子创建更远大的前途（prospect），更璀璨的未来

（future）吧！ Your future prospect with us ！

注：①“大兴”，意为“大为振兴”。《晋书·卷八三》：“此儿当大兴卿门，可使专学。”

Participation参与
家校社联动育人

校园文体活动育人

成立家委会，举办家校讲坛
举办家庭教育征集、展示活动

演讲比赛、辩论赛、校园戏剧艺术节、
校园运动会、社团活动、乒乓球比赛、拔河比赛

Curriculum 课程
基础课程

特色课程

基础性必修课、选择性必修课、拓展性课程、发展性课程

开设强基课程、培优课程、补弱课程、
科普课程、跨学科课程等各类创新课程

Expertise 专业

40余年升学考试经验

把握高考新趋势

优师授课

生涯规划

精华从创始至今已经积累了40余年升
学考试经验，数万考生的成功经验和失
败教训，为老师和学生们提供宝贵借鉴

依托专家资源，研究高考变化，把握高考趋势

20余位特级教师覆盖所有科目

教学管理流程

教师管理流程

班主任工作表

学校管理制度

学生时间管理

教研-督课-反思-追踪

授课评估-答疑-定期述职-总结反思

梳理细则-敲定规范-针对性调整

校长、班主任与任课老师信息共享

每日41个时间段，保证学生全面发展

Procedure 流程Orientation 目标
完善人格
提升成绩

登顶计划

学会做人、学会生活、学会学习、
学会健体、学会审美、学会创新、
掌握一项特长、具有国际眼光

个性化目标，分步细化，全程督促，确保目标达成

Technology 科技
大数据成绩分析系统

督课系统

精准定位弱科弱项，实现快速提升

利用全程督课，保障教师的线上授课
质量，在疫情条件下保证教学效果

Research 研究

考试研究

学科教研

探索规律

心理研究

课程设计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

精心策划“大语文”课程

让各个层次的学生都能实现“上台阶”

依托精华教育考试研究院，深入研究
新教材、新高考内容改革的理念和要
求，深入研究新高考命题理论和技术

对所有学生建立心理测评档案，
实行“班主任+心理老师”双重关注

“明”师护航

辅助教学

12位各学科正高级教师组成专家委员会，
指导教研，掌握课标、教材、高考新动向

双班主任
建立双班主任制度，学科班主任抓教学、
专职班主任全时段陪伴，关注学生心理变化、
习惯养成，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效率手册》《改错本》、专家系列讲座

心理支持

构建专门的心理教师团队

每周一期《成长驿站》视频，关注学生当下心理困惑

每周一期《精华周刊》，拓展学生阅读量

学校师生比高达1：2.5，对学生全方位关注

Support 支持
对学生进行职业、兴趣测评，帮助学生
在升学时选择适合自己的专业和领域

08 0909PROSPECT.US



帮助每个孩子制定个性化成长目标。助力学生完善人格，提升成绩。

Orientation 目标 登顶计划

班主任为每位学生精准定位，量身

定制目标计划书，让学生努力有方

向，改变有依据，结果有保障。

目标式培养

根据每个孩子、每个家庭的需求，

制定不同的发展目标。学校通过对

目标的细化和对教学全程的督促，

确保目标达成。

做一个有自信心、
仁爱心、责任心的人

具有良好的生活习惯
具有高雅的生活情趣

能从艺术、自然、社会等领域
感受与鉴赏美
有自己的某项特长

为将来成为创新型人才
打下良好基础激励学生积极主动学习

掌握科学的策略与方法
有效学习，学以致用
解决学习、生活与实践中的真实问题

达到国家规定的体质标准
有自己的体育长项

学会做人

学会审美

学会创新

学会生活

学会学习

学会健体

掌握一项特长

具有国际眼光

完善人格

   提升成绩

学校对教育教学、学生心理、认知规律等进行全方位研究，确保学生的综合素质得到最大化提升。

Research 研究

学科教研

特色教研

深入解析学科规律，加深教研成果，

课程设计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

精心策划“大语文”课程，进行学科

综合编排，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

10 1111PROSPECT.US



探索规律

针对所有学生，探索实际的提分规律，

让各个层次的学生都能实现“上台阶”。

心理研究

对所有学生建立心理测评档案，通过多次测评，获得

学生准确的心理健康状态。对重点学生进行追踪，实

行“班主任 + 心理老师”双重关注。从多个维度获取

学生信息，针对性关注、解决学生问题。

Technology 科技

督课系统

利用全程督课，保障教师的线上授课质量，在疫情条件下保证教学效果。

12 1313PROSPECT.US



精华成绩分析系统创制于 2017 年，创制独立成绩分析系统的初衷是为了更好地分析学生的成绩，发现学

生必备知识、关键能力、学科素养、核心价值上的漏洞，及时帮助孩子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落实“完善人格，

提升成绩”的价值理念。当很多学校还在凭借感性的经验分析学生的试卷时，精华已经开始使用数据对试卷的

多个维度进行冷静、客观、全面的分析。

精华成绩分析系统的分析维度不仅包含学生维度、教师维度、管理者维度，还包含很多独创的维度；成绩

分析系统不仅向学校教师和管理者开放，还可以向家长公开，使不同身份的人都可以清楚了解学生的考试情况，

合力解决学生出现的问题，真正做到了让管理者省心，让家长放心。

很多学校无法做到甄别弱科弱项，并积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而精华成绩分析系统的试卷分析维度参考

了北京高考考生评价报告的相关内容，不仅包含常规的最高分、最低分、平均分、难度系数、差异系数、标准差、

标准误，精华还独创单科 5% 段内的成绩比较，以及“同学力”的比较，能够帮助同学们更准确地发现弱科和

弱项，以便采取措施积极解决问题。精华成绩分析系统还可以定位学生的位次，帮助学生树立清晰的高考目标，

并在每个阶段清楚地看到自己的实际情况和目标之间的差距。

在精华发展过程中，精华成绩分析系统起到了精准定位的作用，提高了管理的效率，为学生成绩的提高和

师生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提供了依据。

大数据成绩分析系统

14 1515PROSPECT.US



学科教师队伍三级结构

教
学

指
导

委
员

会

教育新秀

选拔自双一流院

校的年轻教师

来自北京示范高中的

高级教师，丰富的毕

业班任教经验

骨
干

教
师

特级教师

郑
克
强

委员会主任
北京市化学特级教师 

梁   

捷

北京市语文特级教师 

张   
国

北京市物理特级教师 

徐
伟
念

北京市化学特级教师 

林
祖
荣

北京市生物特级教师 

梁   

侠

北京市政治特级教师 

李
晓
风

北京市历史特级教师 

李
京
燕

北京市地理特级教师 

韩
新
会

北京市体育特级教师 

北京大兴精华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部分成员）

为了让每个孩子实现自己的成长目标，学校从计划制定、专家指导、督促辅助、心理支持等

多个维度为学生提供全方位帮助。

Support 支持

“明”师护航

学校成立了由 12 位各学科正高级教师组成的专家委员会，专家委员会指导教研，掌握课标、

教材、高考新动向；指导学生培优，拔高学科思维，培养学生核心素养。

16 1717PROSPECT.US



辅助教学

《效率手册》

培养学生的效率意识，训练科学的学习习惯，巩固行为习惯，明确任务清单。

做到每天有收获，每周有总结，每月有反思。

《错题本》

针对学习的薄弱环节及时加强，

形成学生自己的“弹药库”。

校内系列讲座

通过更高站位的知识规划，更广泛的发展视野，更深刻的感悟，更有魅力的专家教师，全方位开拓学生的各方

面兴趣，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

18 1919PROSPECT.US



心理支持

学校师生比高达 1 : 2.5，实现

对学生的全方位关注，更细

致地解答学生疑惑，更全面

地促进学生发展。

班主任全方位、全时段陪伴

学习，用完善、耐心的工作

提供优质服务。

所有教师利用课余时

间积极辅导，全面提

高学生成绩。

校长特别规划精粹班，提供

目标式服务，确保结果。

安排心灵导师与学生定

期、长期谈话，引导学

生立志成才。

教师全方位陪伴

《成长驿站》

每周一期成长驿站视频，关注学生当下心理困惑。用国旗下讲话、班会等机会深化视频主题。心理专题、学习

方法专题、学科专题、时事专题等视频，为孩子们在书本之外“开一扇窗”。

20 2121PROSPECT.US



心理教师团队

构建专门的心理教师团队，固定活动地点，结合心理健康档案，做到危机预防、定期摸底、长期追踪。

《精华周刊》

增加学生阅读量，引发学生讨论。学生积极投稿，常态化投稿，提高文字能力，构建自信。

22 2323PROSPECT.US



教研备课 课后反思全程督课 效果追踪

教学管理流程

教师管理流程

所有教师按照职责

对学生全程陪伴

授课质量评估

答疑时间充足、科学

教师定期述职

总结成绩，反思不足

学校管理制度

学生逐级沟通，校长，德育处，班主任

与任课老师分别沟通，资料共享，多角

度剖析学生状态。

班主任每日工作安排

梳理班主任每日工作细则

集体敲定工作规范，

保证管理质量

根据各班特点做出调整，

确保管理有效

Procedure

学校通过科学的流程设置，实现管理的标准化，保障教师工作效果，指导学生进行时间管理。

学生时间管理

每日安排共 41 个时间段，包含学习、休

息、课后辅导、社会活动等各个方面，

类型丰富，划分严谨。

24 2525PROSPECT.US



基础课程

创新课程开设基础性必修课、选择性必修课、拓展性课程、发展性课程，确保学生的各方面发

展都得到满足。

同时开设强基课程、培优课程、补弱课程、科普课程、跨学科课程等各类创新课程，

为不同需求的学生提供个性化支持和服务。

Curriculum 课程

基础性必修课程

拓展性课程

选择性必修课程

发展性课程

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
生物、政治、历史、地理、
体育、音乐、美术、技术、

综合性社会实践等
必修课程

物理探究性学习、化学与生
活、生活中的物理现象、生
物探究性学习、地理与信息

科学、历史与未来

按照北京高考要求，需要设
置的选科类必修课程

学科竞赛、强基拔高、
创新性课程、

心理课程、职业生涯等

强基课程

培优课程

补弱课程

科普课程

跨学科课程

26 2727PROSPECT.US



凭借专业的经验，以专业的态度，实现专业的教育。

Expertise 专业

40 余年升学考试经验

把握高考新趋势

精华从创始至今已经积累了 40 余年升学考试经验，数万考生的成功经验和

失败教训，为老师和学生们提供宝贵借鉴。

精华注重研究高考变化，随时把握高考趋势。2022 年面对“四新高考”，

邀请 30 余位新教材编纂专家对教师进行全员培训。对标新高考方案、新

课程标准、新课程方案、新高考教材。有的放矢，一击必中。

28 2929PROSPECT.US



生涯规划

本着对学生未来负责的专业态度，从入校开始引导学生进行生涯规划，不断

调整，确定最优选科方案，优化志愿填报策略，真正着眼于学生的人生发展。

30 3131PROSPECT.US



优师授课

学校聘请了 20 余位正高级教师，不仅所有高考科目有特级教师授课，音乐、

体育、美术等科目也有特级教师指导。

骨干教师风采（部分）

32 3333PROSPECT.US



朱昱昭  数学教师  

毕业于复旦大学

刘  钰  地理教师  

毕业于中国科学院大学

宋  琳  音乐教师  

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

胡蒙倩  政治教师  

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

杨  磊  物理教师  

毕业于山东理工大学

李  衡  美术教师  

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

张书齐  英语教师  

毕业于东北大学
叶阳阳  英语教师  

毕业于北京语言大学

王思竹  生物教师  

毕业于东北林业大学

孙  膑  体育教师  

毕业于宁夏大学

张锴桢  历史教师  

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

张  昆  数学教师  

毕业于沈阳师范大学

年莹旭  化学教师  

毕业于北京科技大学

青年教师风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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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ipation参与

家校社联动育人

成立家委会

定期召开会议，家委会成为学校与家长顺畅沟通的桥梁。

举办家校讲坛

邀请家长代表来校为学生讲解人生经历，励志故事，行业动向，扩宽学生眼界，缓解亲子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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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文体活动

鼓励学生积极参与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全方位培养学生自信。

38 3939PROSPEC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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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招生
About Enrollment

政策解读 学科福利

招生计划

招生要求

报名材料 中考成绩单
2张1寸白底照片

咨询电话 400-010-1978

招生邮箱：zs@jinghua.com  
电话预约：400-010-1978

入学申请

就餐 学校食堂提供 一日三餐

具有北京市户籍和符合报考条件的初中毕业生

统招填报志愿，按志愿录取

品德良好，身心健康

12 个班，每班 30 人

215016

预约参观

学校代码

高考优秀毕业生奖学金计划

学校等级 奖学金金额

清北 200,000 元

985 学校 50,000 元

211 学校 10,000 元

22 级高一新生  高分助学金计划

中考报名城区 高分优惠说明 优惠金额（ / 学年）

海淀
1200（含）名内 免学费
4800（含）名内 20000

西城
600（含）名内 免学费

2400（含）名内 20000

朝阳
700（含）名内 免学费

2900（含）名内 20000

丰台
300（含）名内 免学费

1200（含）名内 20000

东城
400（含）名内 免学费

1600（含）名内 20000

经开
40（含）名内 免学费

180（含）名内 20000

大兴
300（含）名内 免学费

1000（含）名内 20000

备注：高分助学金，针对在对应城区内参加 22 年北京中考，并被我校录取的学生

奖学金计划

40 41关于招生



联系我们
Contact Us

瀛
祥
路

瀛
祥
路

北京大兴精华学校

瀛昌街

坤
路

瀛海

瀛永

瀛昌街

经
二
路

经
二
路

瀛永

兴38路，瀛海党校站下车，马路对面即达；

快速直达专线2路，永旭嘉园站下车，前行路口左转至瀛昌街，第一个红绿灯左转，即达

自驾路线 京台高速，德亦路辅路，路口左转至黄亦路，第三个红绿灯右转至瀛祥路，

直行驶过三个红绿灯即达，学校位于您的右侧

公交路线

地铁路线 乘坐地铁8号线南段，瀛海站C口（西南口）出站，前行第一个路口右转至瀛永街，

第二个路口左转至瀛祥路，前行即达

   
校区地址 北京市大兴区瀛海镇瀛海工业区瀛祥路与瀛昌街交汇处西北侧

电话 

官网 

邮箱 

400-010-1978
school.jinghua.com

zs@jinghua.com

扫码关注
北京大兴精华学校

入学申请

瀛

街

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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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申请扫码关注
北京大兴精华学校

鲤
跃
龙
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