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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大学

兰州大学

“提高农村小学数学教学质量”试点项目组

本《指南》旨在介绍“提高农村小学

数学教学质量试点项目”的主要内容，以

便于您理解该项目的激励协议。该试点

项目是由教育局、西北大学、中国科学院

和兰州大学联合实施的。如果您对激励

协议有任何疑问，我们项目组会尽量给

予解答。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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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我是刘老师! 
加入我们，一起来学
习关于项目的知识吧!

S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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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什么是“提高农村小学数学教学质量”试点项目？

简言之，这个试点项目给老师们提供了“优绩优

酬”的机会，通过教师激励的方法来提高农村学生的

数学表现。

2. 为什么让我今天参加“提高农村小学数学教学质
量”的培训会？

“提高农村小学数学教学质量”试点项目培训会

旨在了解您对目前我国农村教师教学情况的一些看

法。为了保证公平，项目组在各个学校随机选了少数

几名老师参加这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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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除了培训以外,我今天还需要做什么？

除了培训以外，今天我们将跟您签署一份激励协

议。该协议主要是基于您班学生的表现，让您有机会

“优绩优酬”，进一步提高农村学生的数学表现。

4. 除了我以外，还有谁拿到了激励协议？

您这个地区有好几百所学校的老师都拿到了激励

协议。但是，因为项目的资金有限，每所学校只有少数

几位老师可以拿到激励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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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奖金

5. 今天我拿到的激励协议与学校和当地政府给我
的绩效工资之间有什么关系？

今天您收到的激励协议跟您从学校和当地政府

所拿到的绩效工资没有任何关系。根据您班学生的表

现，本项目将额外给您提供一笔激励奖金。也就是说，

激励奖金绝不会取代任何您从学校和当地政府拿到的

绩效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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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至于我本人的激励协议，基本条款是什么？

基本条款是：您从本项目拿到多少激励奖金取决

于您的教学质量。您的教学质量取决于您班学生的数

学表现。

(1)“您班学生”具体指的是您本人在2013-2014学
年任数学教师的某个班的全体学生。项目提到的“您

班”指的就是这个被随机抽中的班。

(2)“学生的数学表现”是指学生在项目组所提供

的一套标准化数学考试的成绩。项目组会在2014年春

季学期末随机选您教的一个班做标准化数学考试。这

套标准化数学考试是基于您们目前的教学大纲，所有

参加本项目的老师所教的学生面对的是完全一样的数

学考试。项目组将负责标准化数学考试的实施、监考

和阅卷工作。

(3)注意：您的“教学质量”取决于您班学生数学

成绩的增加值百分位。有关数学成绩的增加值百分位

的定义，详见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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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成绩的增加值百分位 

为了理解数学成绩的增加值百分位，我们先介绍

增加值、百分位的概念。

增加值的定义

项目组曾经在2013年5月给您班学生做过一次标准

化数学考试，我们称之为“第一次考试”。我们将在

2014年春季学期末给您班学生再做一次标准化数学考

试，我们称之为“第二次考试”。将您班每个学生第二

次考试的成绩减去第一次考试的成绩，就得到每个学

生“数学成绩的增加值”。举个例子：

小明第一次考试的成绩是57分，第二次是65分，那

么小明数学成绩的增加值就是65-57=8分。

百分位的定义

百分位是一个相对位次的概念。表示个人的成绩

比百分之多少的人高。百分位取值在0和99之间。

百分位的计算公式如下：

100 × ( 1-个人的绝对排名÷总人数 )

例如，某学校总共有200人。把所有的学生排名

后，从第1名排到第200名，这是他们的绝对排名。

7. 什么是增加值、百分位？数学成绩的增加值百
分位又如何计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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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第20的同学的百分位就是90。其计算方法如

下：100 × ( 1 - 20 ÷ 200 ) = 90

也就是说，这位学生的成绩高于该校90%的学生。

增加值百分位的算法

分以下五步：

第一，以您班的小明同学为例，计算小明两次考试

成绩的增加值，即用第二次考试的成绩减去第一次考

试的成绩。

第二，从全部参加项目的老师所教的全部学生

中，找出第一次考试成绩跟小明完全一样的同学（我

们称为跟小明“起点相同的同学”）。

第三，按照考试成绩的增加值，将小明跟与他起

点相同的同学进行比较，计算小明在这帮同学中的百

分位。

第四，按照同样的方法，逐个计算您班其他同学

的百分位。

第五，计算您班所有同学的增加值百分位的平均

数，我们称之为您班“数学成绩的增加值百分位”，

并将其作为您在这个项目中教学质量的衡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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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能不能举例说明如何利用增加值百分位计算
我的教学质量？

问题：以刘老师为例，她班有40人，已知两次考试

成绩，如何计算她班学生增加值百分位呢？

学生姓名 第一次
成绩

第二次
成绩 

增加值
百分位 

1) 小明 57 65 ？ 
2) 小王 73 80 ？ 
3) 小马 90 97 ？
4) 小张 62 68 ？ 
… … … … 
40) 小吴 81 87 ？ 
数学考试成绩的
增加值之和 2955 3278 ？ 

学生总数 40 40 40 

增加值的平均百
分位 73.88 81.95 ？ 



提高农村小学数学教学质量试点项目：协议指南

9

学生姓名 学校编码 第一次
成绩

第二次
成绩 

增加值=第
二次成绩 - 
第一次成绩

杨秀平 #123 57 82 25 
杨云超 #47 57 80 23 
刘仁登 #70 57 78 21 
吴永荣 #256 57 75 18 
文泽忠 #340 57 74 17 
文玉军 #488 57 71 14 
文发昌 #99 57 69 12 
徐庆军 #3 57 66 9 

小明 #88 57 65 8 

张涛涛 #176 57 63 6 
杨远威 #11 57 61 4 
杨炼 #220 57 60 3 
莫安桥 #383 57 59 2 
任斌 #440 57 57 0 

第一：以您班的小明同学为例，计算小明两次考

试成绩的增加值，即用第二次考试的成绩减去第一次

考试的成绩。

第二：从全部参加项目的老师所教的全部学生中

找出第一次考试成绩跟小明完全一样得57分的同学

（我们称为跟小明“起点相同的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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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按照考试成绩的增加值，将小明跟与他起

点相同的同学进行比较，计算小明在这帮同学中的百

分位。

学生
姓名 

学校
编码 

第一次
成绩

第二次
成绩 

增加值=
第二次成
绩 - 第一
次 成绩

增加
值百
分位

杨秀平 #123 57 82 25 97.5 

杨云超 #47 57 80 23 92.5 

文泽忠 #340 57 74 17 77.5 

文玉军 #488 57 71 14 72.5 

文发昌 #99 57 69 12 67.5 

徐庆军 #3 57 66 9 62.5 

小明 #88 57 65 8 57.5 

张涛涛 #176 57 63 6 52.5 

莫安桥 #383 57 59 2 37.5 

任斌 #440 57 57 0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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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姓名 第一次成绩 第二次成绩 增加值
百分位

1) 小明 57 65 57.5 

2) 小王 73 80 60.5 

3) 小马 90 97 72.5 

4) 小张 62 68 67.5 

… … … … 

40) 小吴 81 87 77.5 

成绩增加值
百分位之和 2955 3278 2700 

学生总数 40 40 40 

增加值百分
位的平均数 73.88 81.95 

67.5 
（刘老师的   
教学质量） 

第四：按照同样的方法，逐个计算您班其他同学

的百分位。

第五：计算您班所有同学的增加值百分位的平均

数，我们称之为您班“数学成绩的增加值百分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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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有了教学质量，如何计算我的激励奖金？

总体来说，您的激励奖金取决于您教学质量的百

分位。百分位最高的老师能从项目拿到3500元的激励

奖金。百分位每降低一名，激励奖金就减少35元。平均

而言，一个老师大概能从项目拿到1750元的激励奖金。

百分位的定义

百分位是一个相对位次的概念。表示个人的成绩

比百分之多少的人高。百分位取值在0和99之间。

百分位的计算公式如下：

100 × ( 1-个人的绝对排名÷总人数 ) 

举例来说，某项目共有500人参加。把所有的参加

者按照其教学质量排名，从第1名排到第500名，这是

他们的绝对排名。

排名第60的参加者的百分位就是88。其计算方法

如下：100 × ( 1 - 60 ÷ 500 ) = 88

也就是说，这位参加者的教学质量高于该项目88%
的参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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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奖金的计算公式：

3500 - ( 99 - 老师的百分位 ) × 35 

也就是说，如果在所有老师中，您的教学质量百

分位是99（您比所有老师厉害），那您就可以从本项目

拿到3500元激励奖金：

3500 - ( 99 - 99 ) × 35 = 3500。

如果您的教学质量百分位是98（您比98%的老师厉

害），那么您能从本项目拿到3465元：

3500 - ( 99 - 98 ) × 35 = 3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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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质量百分位 本项目的奖金
（单位：元/老师） 

99 3500
98 3465
97 3430
96 3395
95 3360
… … 
50 1785
49 1750
48 1715
47 1680
46 1645
… … 
5 210
4 175
3 140
2 105
1 70
0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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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按照之前的例子，能不能举例说明我的激励
奖金是如何计算的？

 奖金计算举例

第一步：刘老师按照增加值百分位计算的教学质

量是67.5分。计算刘老师的教学质量排名：

第二步：用刘老师的教学质量排名，计算刘老师

的教学质量百分位。百分位的计算公式如下：

100 × ( 1 - 60 ÷ 500 ) = 88

第三步：计算刘老师的激励奖金。

3500 - ( 99 - 88 ) × 35 = 3115元

老师编码 教学质量 教学质量排名

#2351 88.5 1 
#0062 86.2 2 
#0877 84.3 3 
#1464 83.7 4 
#1101 81.4 5 
… … … 
刘老师 67.5 60 
… … … 
#0551 10.5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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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按照这个激励协议，我如何才能拿到尽可能
高的激励奖金？

不论第一次标准化数学考试成绩的高低，只要努

力，所有同学都有同等机会提高自己的增加值百分位。

所以，按照这份激励协议，要想拿到尽可能高的激励

奖金，最好是同等关注所有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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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在计算激励奖金的时候，我的教学质量是跟
谁比较？

您的教学质量是跟其它学校的老师做比较，不是

跟你们自己学校的其他老师比较。换句话说，是跨校

的比较，不是学校内部的比较。

13. 按照这个激励协议，我会不会因为学生成绩
不理想被罚钱？

绝对不会罚钱。按照这个激励协议，您不但不会

因为学生的成绩不理想被罚钱，相反，您最少可以从项

目上拿到35元的激励奖金。总之，这份激励协议只会

给您提供“优绩优酬”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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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组绝

对为老师

们保密

15. 学生的标准化数学考试的成绩会不会张榜公
布或者是告诉别人？

绝对不会。对于本项目所实施的标准化数学考

试，您班学生的数学成绩，既不会张榜公布，也不会告

诉除您本人和项目组以外的任何人。

14. 激励奖金发放的结果会不会张榜公布或者是
告诉别人？

绝对不会。本项目激励奖金的结果，既不会张榜

公布，也不会告诉除您本人和项目组以外的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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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如果我本人签了这份激励协议，会不会有什
么风险？

绝对不会有任何风险。除了您本人和本项目组，

我们不会向任何人泄露您的任何个人信息，包括姓

名、电话和您班学生的数学成绩排名。

17. 这份激励协议的有效期是多长？

这份激励协议的有效期是整个2013-2014学年。

18. 那我什么时候可以拿到激励奖金呢？

在2013-2014学年末，我们根据您的教学质量计算

出您应该拿到多少激励奖金，并在2014年8月1日之前

将您的激励奖金转到您提供的银行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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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如果今后我对于这份激励协议有什么问题，
我该怎么办？

如果您对这份激励协议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本

项目组的热线电话：

157-0167-5932 （王老师）

①“项目组所认可的特殊情况”包括家庭成员受重伤、生病或者去世等，
需要相关部门或者个人出具证明。

19. 除了上述信息，这份激励协议还有什么重要
条款我需要注意吗？

有以下两点需要注意：

(1)全班学生参与原则：您班的所有学生都应该

参加项目组所实施的标准化数学考试。如果某个学生

因为生病或者是“项目组所认可的某种特殊情况”不

能参加2014年春季学期末的数学考试，那么这个学生

将作为“缺考”处理①。对于缺考的学生，项目组将用

2013年5月份的考试成绩作为他第二次考试的成绩，这

样的话这个学生的排名将不会受到影响。

(2)诚信原则：项目组将抽查缺考等情况，一旦发

现缺考是因为老师不让学生参加考试，那么项目组将取

消这位老师的参加资格，老师就拿不到任何激励奖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