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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期间，农民收入增幅连续5年位居全省第一，旅游接待过夜人数增幅连续3年位居全省前三，
2012年度市县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考核评比首次荣获二等奖，扶贫开发连续5年超额完成省下达任务

“十二五”期间，特别是琼中十二届党代会第二
次会议以来，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县委县
政府紧紧围绕“打绿色牌，走特色路”总体发展思路
和“一心一园一带八区”总体发展布局，主动适应经
济发展新常态，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各
项事业取得显著成效，超额完成“十二五”期间各项
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十二五”期间，是琼中经济社会
发展最好的五年。

2015年是“十二五”收官之年。琼中深入贯彻
落实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
量和效益为中心，以精准扶贫为主抓手，以“三严三
实”作风为保障，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前三季
度，全县生产总值同比增长10.3%，增幅全省排名第
一；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同比增长24.9%，增幅全
省排名第二；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2.2%，增幅全
省排名第八；城乡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
长11.6%，增幅全省排名第一；旅游接待过夜人数同
比增长25.3%，增幅全省排名第一。2015年，预计

全县生产总值完成39亿元，是2010年的1.64
倍，年均增长 10.4%，完成“十二五”目标的

102%；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完成3.7亿
元，是 2010 年的 3.59 倍，年均增长

29.1%，完成“十二五”目标的
145%；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42 亿元，是 2010 年
的 5.92 倍 ，

年均增长42.7%，完成“十二五”目标的173%；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12.9亿元，是2010年的2.32倍，年均
增长18.3%，完成“十二五”目标的115%；城镇常住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827元，同比增长10%；农村常
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810元，同比增长11.8%。

琼中县委书记孙喆说，“十二五”期间，“争先”成
为琼中的最强音。克服经济下行、橡胶价格低迷、超
强台风等诸多困难，创造性落实省委战略部署，每年
主要指标均好于预期并高于全省平均水平。2012
年度市县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考核评比首次荣获
二等奖；2013、2014年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城乡
常住居民可支配收入等部分指标增幅排名全省前
列，农民收入增幅连续5年位居全省第一，旅游接待
过夜人数增幅连续3年位居全省前三，扶贫开发连
续5年超额完成省下达任务。

“十二五”期间，“荣誉”成为琼中的新动力。实干
担当、狠抓落实，各项工作得到上级部门高度认可，先
后获得“中国最美生态旅游民俗（民族）风情目的地”

“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县”“全国法治城市、法治市县创
建活动先进单位”“全国科普示范县”“全国武术之乡”
等一系列荣誉。全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考核连
续3年优秀，扶贫开发建档立卡和联村帮扶工作得到
国务院督导组充分肯定，什寒村荣获“最美中国乡村”

“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村”“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
体”等称号。“乡村大舞台”被列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示范项目，琼中女足勇夺“哥德堡杯”青少年足
球世锦赛冠军，创造了海南足球发展奇迹。

过去5年，只是琼中黎族苗族
自治县发展史册里新添的一页，但
永远会被黎族苗族同胞深刻铭记；5
年，弹指一挥间，却足以让一个国家
级贫困县旧貌换新颜——5888套
保障性住房拔地而起，7444家农户
告别了危房，20048名农村贫困人
口实现了脱贫致富……如今的琼
中，青山葱郁，产业发展；国道省道，
四通八达；村庄秀美，民生殷实……

琼中县委书记孙喆回顾总结琼
中过去5年的工作时说，“十二五”
期间，特别是琼中十二届党代会第
二次会议以来，在省委、省政府的坚
强领导下，县委县政府紧紧围绕“打
绿色牌，走特色路”总体发展思路和

“一心一园一带八区”总体发展布
局，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稳增
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各项事
业取得显著成效，超额完成“十二
五”期间各项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十二五’是琼中经济社会发
展最好的5年！”孙喆说，“十二五”
期间，琼中经济实力显著提升，
2015年，预计全县生产总值完成39
亿元，是2010年的1.64倍。地方公
共财政预算收入完成3.7亿元，是
2010年的3.59倍；改革创新全面深
化，率先在全省推行“PPP模式”，率
先在全省开展农民房产权抵押贷款
试点，被列为全省农村金融改革试
点县；产业结构升级优化，三次产业
结构由2010年的66：9：25调整优
化为 2015 年前三季度的 41.4：
14.1：44.5，三产占比首次超过一
产。生态旅游业成为新经济增长
点。琼中绿橙、桑蚕、养蜂等特色产
业成为农村新兴支柱产业；项目建
设成效显著，累计实施省、县重大项
目168个，红岭水利枢纽工程、屯琼
高速公路等省级重点项目顺利推
进；民生事业持续改善，农村常住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8810 元，是
2010年的2.63倍；城乡面貌焕然一
新，建成什寒、鸭坡等富美乡村示范
村55个，文明生态村127个；生态
环境凸显优势，生态环境保持全国
领先、全省最优，荣获“2014年全国
魅力十佳市县—生态建设县”称号。

孙喆特别提到，“十二五”期间，
琼中为了打好扶贫攻坚战，创新举
措，攻坚克难，极力在旅游扶贫、产
业扶贫、富美乡村建设、基层党建上
做文章，带动贫困群众脱贫致富。
实施生态旅游脱贫工程，打造了48
个贫困旅游自然村，带动了1650人
脱贫致富；实施农业特色产业脱贫
工程，培育了225名贫困户成为致
富带头人，带动2238户贫困户脱
贫；以富美乡村为载体，近两年累计
投入1.8亿元，打造富美乡村建设示
范点55个，覆盖25个贫困自然村，
惠及贫困户523户2500多人。

对于琼中“十二五”期间发展成
就，孙喆用七个词来概括主要发展
特点：“争先”成为琼中的最强音、

“荣誉”成为琼中的新动力、“快速”
成为琼中的新常态、“改革”成为琼
中的主旋律、“建设”成为琼中的主
推手、“变化”成为琼中的关键词、

“绿色”成为琼中的主题词。
“十二五”规划胜利收官，“十三

五”规划已经开局。孙喆对琼中下
一个5年计划充满了信心和期待。
她说，琼中“十三五”时期继续围绕

“打绿色牌，走特色路，保护生态环
境，做强生态旅游业，提升绿色农
业，做优绿色工业，传承黎苗文化，
改善保障民生，建设生态县城”总体
发展思路和“一心一园一带八区”总
体发展布局，坚持“四个全面”和“五
大发展理念”，以保持经济稳定较快
增长为目标，以产业转型升级为主
线，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
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脱贫攻坚为
突破口，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
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
态文明和党的建设，努力创建“一地
两县三区”（“一地”即海南生态民俗
旅游胜地，“两县”即国家卫生县城、
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

“三区”即全国生态保护与建设示范
区、海南扶贫攻坚示范区、海南中部
绿色崛起试验示范区），确保琼中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

琼中县委书记孙喆：

5年抒写
跨越发展
新篇章

琼中全面实施“产业富民工程”，实现
农村产业由“输血功能”向“造血功能”的转
化，推动农民脱贫致富、实现可持续发展，
加快黎苗群众生活富裕奔小康的步伐。琼
中重点扶持绿橙、桑蚕、养蜂、茶叶等新兴
农业特色产业，开展特色农业产业“百村百
社、千人万户”创业致富计划，大力发展林
下经济，扶持农业规模生产经营，推进特色
农业标准生产和质量体系认证，形成“一村
一品、一乡一业”的农业产业发展新格局。
农业特色产业成为琼中县域经济新的增长
点，“十二五”期间，农民收入增幅连续5年
位居全省第一。

目前，全县发展种桑2.5万亩，涉及全县
10个乡镇2000多户农户。预计2015年全
县产鲜茧量达到150万斤，综合效益达4000
万元以上，养蚕农户户均收入2万元以上。
全县涌现出不少种桑养蚕收入高的典型村
和示范户。

琼中生态资源非常丰富，发展养蜂产业
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目前，全县10个乡镇
共创建养蜂科技示范村42个，饲养农户达
3600户，饲养中蜂5.47万箱。预计2015年
收获蜂蜜产量82万斤，产值3280万元，养蜂
农户户均收入9000多元以上。养蜂成了全
县促农增收的主要支柱产业之一。2010年，

“琼中蜂蜜”通过国家工商总局审批，获得国
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大力实施品牌农业发展战略，巩固琼中
绿橙、琼中桑蚕、琼中蜂蜜等知名品牌，培育
琼中山鸡、琼中鹅、铁皮石斛等绿色品牌。
特色农业产业让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

农民收入增幅
连续5年位居全省第一

“十二五”期间，琼中以生态旅游业为龙
头的现代服务业成为发展新动力，旅游接待
过夜人数增幅连续3年位居全省前三。预
计2015年旅游总收入1.71亿元，同比增长
22.1%，拉动农产品销售近亿元。

琼中优先发展生态旅游业，做好乡村旅
游顶层设计，为在全县开展乡村旅游奠定基
础。“奔格内”乡村生态旅游是从2012年7月
开始启动，着眼于生态发展美好愿景和生态
开发建设目标，坚持以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
和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为重点，以突出农
民增收和生态和谐发展为核心。“奔格内”乡
村休闲旅游已成为琼中旅游产业新业态，成
为琼中农村经济发展、农民增收的新增长点。

琼中重点完善旅游景区景点的配套设
施，进一步完善‘奔格内’导视标识系统、船形
帐篷屋、民宿、乡村巴士等乡村旅游六大核心
工程建设。成功打造什寒、便文、鸭坡等5个
省级示范点，全面推出9条“奔格内”自由行线
路。“什寒”旅游扶贫模式向全省推广。重点
旅游项目精准发力，百花岭风景名胜区、长兴
飞水岭热带雨林度假区、上安仕阶温泉旅游
度假区、琼中海航迎宾馆等项目稳步推进。
以“文化+旅游”的模式，推出一系列民俗特色
旅游主题活动，全方位展示琼中的山水风光、
人文景观、民俗风情、养生文化等。

将“琼中绿橙”等特色农业品牌与“奔格
内”乡村旅游品牌有机融合，打造“农旅融合”
生态旅游业发展模式。将康体运动融入旅游
季活动当中，利用环海南岛自行车赛琼中赛段
大型赛事的活动影响，举办“奔格内”杯沙滩
足球赛与沙滩排球赛、室内5人制足球赛、什
寒山地自行车爬坡赛和云湖山地越野自行车
赛和武林大会等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促进文
旅融合。琼中“奔格内”乡村休闲旅游品牌全
面打响，有效促进了农业增效、富民增收。

旅游过夜人数增幅
连续3年全省前三

“十二五”期间，“绿色”成为琼中的主题
词。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实施绿色发展、绿
色崛起战略，下大力气抓好生态建设，生态环
境保持全国领先、全省最优，入选全国生态保
护与建设示范区、主体功能试点建设区，荣获

“2014年全国魅力十佳市县—生态建设县”
“国家林下经济发展示范基地”等称号。

琼中让生态保护融入发展全过程，使生
态环境与产业低碳发展、城乡绿色发展和社
会管理创新等同步推进，同时严厉打击各类
破坏生态环境的非法行为，确保了生态环境
得到有效保护。“十二五”期间，琼中大力实
施“绿化宝岛”工程、城乡清洁工程、农村污
水处理工程、节能减排工程，积极构建生态
文明示范县，完善海南中部山区的生态保护
体系。2015年投入生态建设和保护资金
3.7亿元，“绿化宝岛”完成省下达任务的
171%，植树造林1.36万亩。城镇内河（湖）
水污染治理正式启动，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
质高于国家II类标准。城乡生活垃圾集中
无害化处理率达80%，同比增长10.4%。县
城污水管网及截污实现全覆盖，13个乡镇
（农场）和48个村庄污水处理设施启动建
设，污水集中处理率达 75%，同比增长
11.8%。建成“四园”14个，森林抚育8万
亩，组建生态环保局。制止违法用地60宗，
查处涉林案件65宗，取缔非法采砂点15
处。生态效益补偿和造林补贴试点工作圆
满完成，补偿补贴金额388.3万元。

生态建设生态环境
全国领先全省最优

“十二五”期间，琼中大力建设富美乡村。
2013年底，琼中县委、县政府在深入调研的基
础上，提出全新的富美乡村建设思路，将产业
导入与村庄改造相结合，将原本分散的涉农资
金集中投放，让财政弱县的乡村建设有了较充
足的资金，引导村民转变观念，从“要我干”到

“我要干”，实现扶贫从“输血”转为“造血”。
2014年起，琼中在“奔格内”乡村旅游发展的
基础上，改革创新，多措并举推进“富美乡村”
建设，探索一条生态保护、绿色产业与乡村旅
游同步发展的新路子。目前，初步创建大边、
共建、罗马等55个富美乡村示范点。

2014年至今，琼中累计整合涉农资金1.8
亿元，打造出富美乡村建设示范点55个，全面
打响了“富美乡村”品牌。先后建成一批农村
道路、饮水、排污、绿化、美化、亮化等基础设施
工程，改变农村“脏、乱、差”的环境状况；一批
健身休闲、文化活动场所等公共服务设施项目
投入使用，提高了村民的生活品质；一批农村
特色产业加快发展，农民增收步伐加快。

琼中坚持实施产业富民工程，全面夯实农
民生活富裕奔小康基础，把实现农民脱贫致富
奔小康放在富美乡村建设的首位，以促农增收
为核心，转方式、调结构，积极培育试点村的绿
色产业项目。提升绿色农业，如绿橙、桑蚕、养
蜂、南药、养鹅、养鸡、稻鱼共生等，促进农村产
业由“输血”向“造血”功能转化，共扶持各类特
色项目12个，绿色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
点。做强生态旅游业，以“奔格内”乡村旅游为
抓手，积极推进试点村的产业融合发展，推动
乡村旅游与农业、文化实现融合发展。

2013年10月，出台《琼中县整合涉农资
金扶持发展富美乡村建设实施方案》，优先把
贫困村作为创建点，选点确定重点乡镇、重点
村及重点项目，做好规划，按照“部门主体不
变、部门职能不变、争取渠道不变、资金用途
不变”的基本原则。琼中富美乡村建设成了
海南中部山区奔小康的新样板。海口、广东
徐闻等15个省内外的市县组团，参观考察琼
中富美乡村建设，给予高度评价。

创建55个富美乡村
群众阔步奔小康

“十二五”期间，“建设”成为琼中的主推手，
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135亿元，是“十一五”
期间的8.9倍。实施省、县重点项目168个，累
计完成投资110亿元，屯琼高速建成通车，红岭
水利枢纽工程下闸蓄水，乡村道路、水利设施、
保障性住房等一大批民生项目投入使用。

“十二五”期间，“快速”成为琼中的新常
态。琼中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转变了党员干
部作风，仅用一个月完成屯琼高速公路（琼
中段）征地任务，受到省政府通报表彰。提
前45天完成琼乐高速公路（琼中段）征地任
务，实现“零上访”“零抢建”“零抢种”“零阻
碍”，创造了“琼中速度”。

过去5年，是琼中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加
快、城市功能不断完善、城乡面貌焕然一新
的5年。县门诊综合楼、急救中心，县城供
水、污水处理，一批重大民生项目投入使
用。县城建成区面积由3平方公里拓展到
5.86平方公里。建设市政道路15.2公里，投
放城乡公交、出租车44辆。实现了行政村、
自然村道路全部硬化，户户通电。

绿色工业凸显活力。2013年，琼中整
合琼中湾岭农副产品加工园、琼中湾岭综合
物流园和琼中生态科技产业园三个子园，成
立海南中部（琼中）绿色产业园区。2015年，
湾岭热带农产品综合物流园纳入省重点园
区，新增入园企业7家（累计16家），预计园
区工业总产值完成2.5亿元，同比增长97%。

2015年，琼中强力推进项目建设，89
个重点项目完成投资25亿元，省重点项目
超额完成省下达任务，县城第二农贸市场、
新寨乡村休闲基础设施等13个项目建成竣
工，黎母大道、黎苗民族文化博物馆（规划展
览馆）等25个项目动工建设；投资项目百日
大会战深入开展，64个会战项目进展顺利。

固定资产投资135亿元
拉动县域经济 农村金融改革等

系列举措攻坚克难

“十二五”期间，琼中坚持全面深化改
革，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抢抓机遇，攻
坚克难，改革成效不断凸显，被列为全国农
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县、全省农村金
融改革试点县。

琼中2014年6月率先在全省开展农民
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工作，探索建立农
民住房财产权“大边村”模式，是全省唯一尝
试这一改革举措的市县。政府帮助农民办
理房产证，通过抵押银行给农户发放贷款，
政府提供10万元以下5年贴息。目前，全县
已启动湾岭镇大边村等行政村农民住房财
产权抵押贷款试点，累计发放贷款532.5万
元，110户农民受益，其中大边村已有34户
农民获得贷款170万元，房子已盖好，农民
全部搬进新居。

“十二五”期间，“改革”成为琼中的主旋
律。投融资体制改革破冰，率先在全省成立
政府投资与社会资本合作（PPP）中心，2015
年2月5日挂牌，是海南首家市县级PPP中
心。2015年11月中旬先后签署两项PPP
项目合同，在全省各市县中率先实现PPP项
目落地。琼中富美乡村水环境治理项目，是
琼中首个PPP落地民生项目，总投资13.09
亿元，由上海三乘三备环保工程公司投资参
与。红岭环湖旅游区暨琼中热带风情文化
旅游小镇项目，是琼中第二个落地的PPP项
目，前期投资10亿元，总体概算投资200亿
元，北京中青旅资源投资公司投资参与。

“十二五”期间，琼中清理行政审批服务
事项384项，承诺件办结时间比法定时限平
均节省12天。行政审批改革实现新突破，成
功融入全省“一张审批网”。国库集中支付实
现全覆盖。全面完成两批31家国企改制。

扶贫开发连续5年
超额完成省下达任务

“十二五”期间，琼中扶贫开发连续5年
超额完成省下达任务，完成贫困村整村推进
22个，实现农村贫困人口20048人脱贫致
富。贫困人口人均纯收入从2010年的725
元提高到2014年的2492元，增加了1767
元，年均增长36.2%，比全县农民收入年均
增长率高出12.2个百分点。

琼中是“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山区贫困县、
革命老区县。自2013年11月全国扶贫开发
工作会议召开后，琼中以“打绿色牌，走特色
路”的总体思路和“一心一园一带八区”的总体
布局为全县扶贫大格局，按照“基础支撑、产业
升级、综合配套、整村推进、连片开发”扶贫要
求，实施精准扶贫，拔掉穷村的“贫根”。

琼中紧密结合“四联三问、联村帮扶”
“我为农民增收办实事”等活动，扎实推进扶
贫开发建档立卡、农村贫困人口减贫、贫困
村整村推进、“雨露计划”培训和定点扶贫等
重点工作。全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考
核连续3年优秀，扶贫开发建档立卡和联村
帮扶工作得到国务院督导组充分肯定。琼
中引导什寒村农民积极主动参与农家乐运
营、农产品销售等旅游业态，人均纯收入由
2012年的3246元增至2015年的近万元，
创造了可复制、能推广的“什寒”旅游扶贫模
式，得到了省领导的充分肯定。

琼中把产业扶持与扶贫推进相结合，实
施特色产业“百村百社、千人万户”创业致富
计划，大力发展绿橙、桑蚕、养蜂、养鸡、稻鱼
共生等特色产业，打造专业示范村95个，完
善农民专业合作示范社131家，培育225名
贫困户成为致富带头人，带动2238户贫困
户脱贫。在海南中部市县农民增收工作考
核中荣获二等奖。

琼中女足勇夺
“哥德堡杯”世锦赛冠军

2015年7月，“哥德堡杯”世界青少年足球
锦标赛举行，琼中女足首次征战国际大赛，在13
个国家、45支足球队参加的12岁年龄女子组大
赛中力克群雄七连胜，夺得首个世界冠军，创造
了海南足球发展奇迹。海南省委、省政府发贺信
表示祝贺。琼中女足走到世界足球的舞台中心，
标志着海南迈出了实现“足球梦”坚实的一步。
女足姑娘们经过几年的努力，用汗水和泪水写下
了辉煌，足球给黎族姑娘们一个展示的平台，让
她们把足球从大山深处踢向世界，对全省足球事
业的发展上起到推动的作用。琼中校园足球运
动全面开展，被列为全省校园足球特色试点县，
琼中女足荣获“全国优秀少先队集体”称号。

琼中县委、县政府加大扶持力度，球队组
建的第一笔10万元经费，是琼中县委、县政府
从有限经费里挤出来的；2012年，县政府又拨
付20万元专款为琼中女足改善生活、训练条
件。同年，把球队被确定为股级事业单位，年
安排财政预算经费80万元。特别是2015年，
琼中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安排了300万元的
经费预算，用于琼中女足的发展建设，有效解
决了女足训练经费紧缺问题。

2015年，琼中成立琼中女子足球队管理中
心，把琼中女足作为全县教育的一大特色和品
牌。琼中全面开启校园足球运动和足球梯队建
设，琼中中学等4所学校被确定为省级足球特色
学校，琼中被确定为全省足球特色区县。

乡村大舞台成
国家公共文化服务项目

“十二五”期间，琼中以建设乡村大舞台和
文体活动室为切入点，不断完善文化基础设
施。2012年以来，投入5000万元建设乡村大
舞台项目，县建成116座乡村大舞台、108间村
级组织文化室、30间村小组（文化示范村）文化
室、10间乡镇文化站、108个农家书屋。创建
60个民族文化示范村、组成136支黎族苗族传
统文艺表演队和310支健身舞蹈队，培养了
3000多人的黎锦织绣队伍，确认了105名黎
族、苗族文化传承人。2013年8月，琼中乡村
大舞台工程被文化部列为全国第二批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

乡村大舞台工程是琼中创建基层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的新模式，在海南尚属首例。以乡
村大舞台为载体，琼中不断完善公共文化基础
设施，为群众提供丰富多彩的文化产品，着力
构建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争创全国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示范区。琼中2012年制定《琼中
乡村大舞台建设管理工作实施方案》和《琼中
乡村大舞台建设发展规划》，2013年把乡村大
舞台国家公共文化服务示范项目的创建内容
列入打造海南中部绿色崛起试验示范区发展
战略，由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群众唱戏的乡村
大舞台工程全面铺开。

县民歌展演团每年下乡演出超过100场，
黎苗文化示范村文艺队和城乡各类文艺队伍
自发组织的演出活动每年也超过100场。全
县现有12项省级以上非物质文化保护项目，
其中2项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保护项目。组
织编导演出了《五指山魂》《走进琼中》《奔格
内·待内典》等大型黎苗风情歌舞诗、《打柴舞》
等大量黎苗歌舞节目和歌曲。

率先实施高中教育阶段
“三免一补”

“十二五”期间，琼中教育大发展，2012至
2014年，琼中累计投入教育资金近13亿元，占地
方财政总支出的20%。2015年率先在全省实施
高中教育阶段“三免一补”。高考成绩稳中有升，
2014年被“211”大学录取的考生有9人，2015年
被“211”大学录取的考生有13人，本科入围增加
43人。琼中思源实验学校中考成绩连续6年位居
全省思源学校之首，连续5年位居全县第一，带动
全县中考成绩迅速提高，琼中的中招考试综合评
价指数排名从2011年的全省第16名，到2014年
和2015年连续两年位居全省第9名，提高5个位
次，提升幅度位列全省第一。

“十二五”期间，琼中加快教育基础设施建
设。2009年以来，琼中共接管境内农垦中小学
校14所，学生7000多人。2012年开始，琼中按
照教育规划撤并11所布局不合理的学校，对长
期保留的学校大力进行标准化建设，让贫困山
区的学生享受优质教育。新建琼中思源实验学
校和琼中民族思源实验学校，两所学校共用地
177亩，总建筑面积41936.34平方米，总投资
1.296亿元，总学位数3600个。2011年，琼中
多方筹资1.2亿元建设琼中中学高中部，新建校
舍面积38300平方米，可容纳4200名高中生上
课、食住。3年新增和提升中小学优质学位
6000个。2012年选定乌石学校为琼中县第一
期思源学校拓展项目，投入资金1200多万元改
善乌石学校的硬件设施及其他附属设施。实施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和阳光餐饮工
程，投入资金3500多万元，改建、新建24所食
堂供餐的学校食堂，加快了41所企业供餐学校
和教学点的相应硬件建设。从2013年起，县政
府每年出资200万元左右为全县中小学生投保
校方责任险，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投保人身意
外伤害险。在高中教育阶段“三免一补”基础
上，对贫困生学前、大学期间发放补助。对职业
学校贫困生，在学费、课本费、住宿费全免基础
上，给予生活补贴和就业实习补贴。

2013年6月，琼中启动民歌、民舞、民服
“三进校园”试点工作，目前“三进校园”活动已
覆盖全县43所中小学校，纳入常规教学。

琼中打造海南中部绿色崛起试验示范区亮点纷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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