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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 安 市 教 育 局 文 件
淮教教研〔2020〕5号

市教育局关于印发《淮安市 2020-2021学年中
小学教辅材料推荐目录》的通知

各县（区）教体局，开发区、工业园区、生态文旅区社会事业

局、市直中小学：

为贯彻执行国家和省有关中小学教辅材料管理文件精神，

根据《江苏省 2015年中小学教辅材料推荐目录》（苏教基〔2015〕
10号）、《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0年中小学教辅材料推荐工作的

通知》（苏教基函〔2020〕17号）意见，编制了《淮安市 2020-2021
学年中小学教辅材料推荐目录》（以下简称《推荐目录》），现印

发给你们，并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推荐目录》包含审定通过的与我市中小学使用的教科

书配套的同步练习册、寒暑假作业、初（高）中毕业年级考试

辅导类教辅用书，以及小学、初中、高中语文同步阅读类教辅。

二、《推荐目录》中所涉及的年级和学科为：小学三到六年

级语文、数学、英语；初（高）中各年级（不含高一）语文、

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历史、地理等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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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荐目录》供我市中小学 2020学年（含春秋两学期）

选用教辅使用，2021年春学期不再编制教辅材料推荐目录。

四、根据《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0年中小学教辅材料推荐

工作的通知》(苏教基函﹝2020﹞17号)要求，2020年秋季学期

普通高中高一年级教辅材料必须在经江苏省中小学教辅评议委

员会评议通过的目录中选用。结合我市 2020年秋季入学的普通

高中一年级新生全面使用新教材的实际，单独列出《淮安市 2020
年秋季学期普通高中高一年级教辅材料推荐目录》。

五、为落实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关于促进全民阅读的决定》，

加强中小学阅读教学，提高学生阅读能力，语文学科除同步练

习册外，各地中小学校可根据实际向学生推荐 1 本语文同步阅

读供其选用。

六、各地、各校应严格按照“一教一辅”的原则，从本《推

荐目录》中推荐给学生，并根据学生自愿的原则做好教辅用书

无偿代购工作，不得从中牟利。此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

何形式强制或变相强制学校和学生购买任何其它教辅材料，任

何学校和教师不得以任何名目再向学生推荐或指定教辅用书或

其它学习资料。市教育局设立举报电话，接受社会监督，对违

反规定的单位或个人，将责令其纠正违规行为，并追究有关人

员的责任。

附件：1.淮安市 2020－2021学年中小学教辅材料推荐目录

2.淮安市 2020年中小学语文同步阅读推荐目录

3.淮安市 2020年秋季学期普通高中高一年级教辅材

料推荐目录

淮安市教育局

2020年 8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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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淮安市 2020 年中小学教辅材料推荐目录
学段 教辅类别 使用年级 科目 教辅名称 出版单位

小学

同步练习册

3上-6 下 语文 练习与测试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3上-6 下 数学 练习与测试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3上-6 下 英语 课课练 译林出版社

寒暑假作业
3上-6 上 过好暑（寒）假每一天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3上-6 上 快乐过寒（暑）假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初中 同步练习册

7上-9 下 语文 同步练习册 人民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7上-9 下 语文 学习与评价·初中语文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7上-9 下 数学 同步练习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7上-9 下 英语 课课练 译林出版社

8上-9 下 物理 同步练习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9上-9 下 化学 学习与评价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7上-8 下 生物 学习与评价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7上-9 下 道德与法治 同步练习册 人民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7上-9 下 道德与法治 伴你学 江苏人民出版社

7上-9 下 历史 同步练习册 人民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7上-9 下 历史 伴你学 江苏人民出版社

7上-8 下 地理 同步练习册 人民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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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

寒暑假作业
7上-9 上 暑（寒）假生活 教育科学出版社

7上-9 上 快乐寒（暑）假 吉林教育出版社

考试辅导 毕业年级

语文 中考复习指南 吉林教育出版社

数学 中考总复习 吉林教育出版社

英语 中考复习指南 吉林教育出版社

物理 中考复习指南 吉林教育出版社

化学 中考总复习 吉林教育出版社

思想品德、历史 中考复习指南 吉林教育出版社

生物、地理 中考复习指南 吉林教育出版社

高中

同步练习册

共 21 个模块 语文 学习与评价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共 10 个模块 数学 同步练习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共 11 个模块 英语 课课练 译林出版社

共 8个模块 物理 新课程自主学习与评价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共 6个模块 化学 学习与评价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共 5个模块 生物 课课练 译林出版社

共 7个模块 历史 同步练习册 人民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共 10 个模块 思想政治 同步练习册 人民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共 7个模块 地理 高中地理学习与评价 山东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寒暑假作业
共 9册 暑（寒）假学习生活 译林出版社

共 8册 快乐寒（暑）假 东南大学出版社

高中 考试辅导 毕业年级 语文
高中复习指导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高考指南 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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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

数学
高中总复习 吉林教育出版社

高考复习指导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英语
江苏高考全程方案 译林出版社

高考指南 南京大学出版社

物理
高中毕业辅导 人民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高考指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化学
高考指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应对新高考 突破重难点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生物
高考复习指导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高考全程复习优化设计 光明日报出版社

历史
高中毕业辅导 人民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优化导学·高考总复习 东南大学出版社

思想政治
高中毕业辅导 人民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高考总复习 吉林教育出版社

地理
高考全程复习指导与训练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高考总复习 吉林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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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淮安市 2020 年中小学语文同步阅读推荐目录

学段 教辅类别 使用年级 科目 教辅名称 出版单位

小学

语文同步阅读 3上-6 下 语文 七彩阅读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语文同步阅读 3上-6 下 语文 小学语文同步阅读指导 教育科学出版社

语文同步阅读 3上-6 下 语文 小学语文读本 吉林教育出版社

初中

语文同步阅读 7上-9 下 语文 新语文读本初中卷（修订版） 广西教育出版社

语文同步阅读 7上-9 下 语文 初中语文阅读空间 语文出版社

语文同步阅读 7上-9 下 语文 初中语文同步伴你读 江苏人民出版社

高中

语文同步阅读 必修 1-5 语文 高中语文阅读空间 语文出版社

语文同步阅读 必修 1-5 语文 高中语文同比伴你读 江苏人民出版社

语文同步阅读 必修 1-5 语文 高中语文读本 吉林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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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淮安市 2020 年秋季学期普通高中高一年级教辅材料推荐书目

科目 版别 教辅名称 出版单位

语文 统编版
学习与评价 高中语文 必修上册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
学习与评价 高中语文 必修下册

数学 苏教版 同步练习 高中数学 必修第一册 江苏凤凰科技出版社

英语 译林版
课课练 高中英语 必修第一册

译林出版社
课课练 高中英语 必修第二册

化学 苏教版 学习与评价 高中化学 必修第一册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

物理 人教版
新课程自主学习与测评 高中物理 必修第一册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新课程自主学习与测评 高中物理 必修第二册
新课程自主学习与测评 高中物理 必修第三册

生物 苏教版 课课练 高中生物学 （新课标修订版 必修1 分子与细胞） 译林出版社

思想政治 统编版

同步练习册 思想政治 必修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人民教育出版社同步练习册 思想政治 必修 2 经济与社会
同步练习册 思想政治 必修 3 政治与法治
同步练习册 思想政治 必修 4 哲学与文化

历史 统编版
同步练习册 历史 必修 中外历史纲要（上）

人民教育出版社
同步练习册 历史 必修 中外历史纲要（下）

地理 鲁教版
高中地理学习与评价 必修第一册

山东教育出版社
高中地理学习与评价 必修第二册

快乐寒假 高一年级 吉林教育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