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海南省委、
省政府坚定不移地实施
科教兴琼战略和人才强
省战略，坚持优先发展教
育，持续加大教育投入，
鼓励社会力量办学，办学
条件显著改善，教育质量
持续提升，教育结构进一
步优化，整体办学水平大
幅提升，各级各类教育均
取得了长足进步，为提高
全省国民素质、推动海南
国际旅游岛建设作出了
重要贡献。

省教育厅介绍，“十
三五”期间，海南将以优
质教育资源引进为重点，
“引智”与“引资”并举，全
力推进教育产业加快发
展。优先引进的项目包
括但不限于：“一市（县）
两校一园”优质基础教育
资源引进项目、优质高等
教育资源引进项目、优质
民办教育项目、教育培训
和教育服务项目，以及其
他教育产业项目。

东方市
铁路中学高中部建设项目 3.45亿元
政府建设，寻求引进优质教育资源合

作办学。（吴开彦13519894091）

东方市
永安东路九年一贯制学校 2亿元
政府建设，寻求引进优质教育资源合

作办学。（吉志伟18976690178）

东方市
城区第三所公办幼儿园 0.13亿元
政府建设，寻求引进优质教育资源合

作办学。（吉志伟18976690178）

乐东黎族自治县
抱由镇中心幼儿园 0.025亿元
政府建设，寻求引进优质教育资源合

作办学。（关俊13307676163）

乐东黎族自治县
抱由镇中心学校 0.0729亿元
政府建设，寻求引进优质教育资源合

作办学。（关俊13307676163）

澄迈县
老城中学合作办学 2.3亿元
以现有学校为基础，寻求引进优质教

育资源合作办学。(吴家谟13876739996)

澄迈县
中小学综合实践基地 1.5亿元
部分建设已经开始。希望引进专业合

作方。(王昌政13036023195)

临高县
临城镇美山小学 0.3亿元
公办民营，寻求引进优质教育资源合

作办学。(曾谦13976266063)

儋州市
海南西部中学 4.6亿元
政府建设，寻求引进优质教育资源合

作办学。(林顺13976928829)

海南大学
海南大学附属实验学校 0.5亿元
新建学校，包括中学、小学。寻求引进

优 质 教 育 资 源 合 作 办 学 。 ( 廖 双 泉
13976125919)

海南师范大学
互联网教育产业基地 2亿元
海南师范大学国家科技园与杭州大型

电子商务企业合作共同建设互联网教育产
业基地，希望引进知名互联网教育产业项
目落地海南。 (陆振华13389885689)

海南师范大学
创新创业综合培训实训基地 1.5亿元
在海南师范大学国家科技园桂林洋分

园周边建设一栋2万平方米的创新创业综
合培训实训基地。寻求引进合作企业。
(陆振华13389885689)

省教育厅、各市县
中小学安全应急演练基地 0.85亿元
全省每个市县建设一个中小学安全应

急演练基地（首期 6 个），每个 500 万元左
右，寻求社会机构合作建设。(韩小雨
18808910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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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国内知名学前教育机构——红黄蓝教育集团和海南生态软件园合作共建的红黄蓝幼儿园。 本报记者 李幸璜 通讯员 王家专 摄

海南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及国际教育期待您的助力

引智+引资推进教育产业发展

新新 海南海南 投资新机遇投资新机遇
2017海南综合招商活动特刊

因为建省晚、起步慢，海南教育基
础相对薄弱，城乡区域发展也不均
衡。为了改变这一现状，2016年1月
26日，时任省长、现任省委书记刘赐
贵在省两会上明确提出，要引进全国
优质教育资源来海南联合办学。今后
每个市县都要至少打造一所省级中
学、小学，以点带面、示范带动，全面提

升全省教育整体水平。
此后一年半时间里，省教育厅牵

头实施了“一市（县）两校一园”优质教
育资源引进工程，目前已经相继覆盖
到18个市县，在谈和已经落实的项目
达47个——北大附中、北大附小、人大
附中、华东师大二附中、华中师大一附
中等知名学校在琼合作项目示范引领

效应日益明显。
省教育厅表示，参与该工程的项

目，投资规模根据优质基础教育资源引
进的合作方式、建设规模、建设标准确
定。委托管理公办学校的，地方政府负
责学校基本条件建设；开办非营利性民
办学校的，政府划拨教育用地。

省教育厅厅长曹献坤介绍，今年，

《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一市（县）
两校一园”优质教育资源引进工作的
实施意见》正式实施，从用地支持、资
金补助、编制保障等方面向引进项目
提供政策支持；省财政还按非贫困市
县最高 1300 万元、贫困市县最高
1800万元对引进项目进行奖补，力度
非常大。

项目项目重点重点

北师大万宁附中相关负责人表示：

创新机制为海南基础教育注入新活力

北师大万宁附中，学生在
上体育课。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通讯员 邹文涛
“十三五”期间，海南将以优质教育资

源引进为重点，“引智”与“引资”并举，全力
推进教育产业加快发展。

优先引进的项目包括但不限于

“一（市）县两校一园”优质基础教
育资源引进项目

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引进项目。重点
引进海洋、医药康养、热带农业、旅
游及酒店管理等领域研究生院（研
究院）和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项目）

优质民办教育项目

教育培训、教育服务项目，以及其他
教育产业项目（包括互联网+教育项
目、教育实践基地、研学旅行基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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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者教育者说说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通讯员 吴春雨

依山傍海的北京师范大学万宁附
属中学坐落在东山岭北麓。恢弘大气
的建筑，宽阔的林荫大道，浓郁的文化
气息，书声琅琅的教室，繁花似锦的校
园……很难让人想象得到，这是一所
办学仅5年的省一级（甲等）学校。

北师大万宁附中是我省与北京
师范大学的区域合作项目，其建设目
的不仅是给万宁引进优质教育资源，
带动地方基础教育发展，还要给海南
基础教育改革注入新鲜血液。

校长张东海告诉记者，建校初
期，学校百废待兴。他及团队一方面

深入万宁、海口等市县的中小学校展
开招生宣传，一方面招聘教师，加强
教师培训，制定各项规章制度，一方
面还要盯着基础设施建设和教学设
备安装。当时校园围墙还没有建好，
许多年轻教师守着设备露天过夜。

他们的坚持，源自于对办好这一
项目有着足够的信心——省委、省政
府高度重视“一市（县）两校一园”项
目，主要领导多次对项目进行关切和
指导；万宁市委、市政府对项目采取
特事特办的方式，在资金、用地、编
制、人才待遇等方面给予倾斜，为学
校开启了一条“绿色通道”；北师大也
为学校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和交

流平台。
张东海特别说道，北师大万宁附

中管理体制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校
长负责制，这在海南省公办学校尚属
首例——2012年万宁市政府与北京
师范大学签订的合作办学协议，为这
一体制赋予了法律意义。

北师大万宁附中实行全新的办
学体制，即“国有联办、机制创新、自
主办学”，赋予校长在人事管理、财务
管理、设备设施管理、教育教学管理
等方面更多的办学自主权，特别是在
校园规划设计、校园文化建设、教师
招聘、学生招生等方面，积极支持学
校独立开展各项教育活动，减少过多

的行政干预。
正因为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充分

信任、大胆放权、大力支持，北师大万
宁附中的办学思路打开了，手脚也放
开了，教育教学成果十分显著，被北
京师范大学评价为全国70多所附属
学校中“办学时间最短、发展最快、规
模最大、质量最优、影响最大”的学
校。

张东海希望，北师大万宁附中的
合作办学成功经验，能够带动更多优
质教育资源进驻海南，让更多的人共
享“一市（县）两校一园”项目的丰厚
红利，与他们一同为海南基础教育添
砖加瓦。 （本报海口6月26日讯）

除了基础教育，海南高等教育也
期待着优质教育资源的注入。

当前，我省高等教育已经取得长
足发展，紧紧围绕我省十二个重点产
业培养了大量应用型人才。以海南
大学为例，近两年成立的热带农林学
院、南海海洋资源利用国家重点实验
室，以及刚刚获教育部审批同意设立
的海南大学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联合
国际旅游学院等，无一不是迎合了我

省经济社会发展的人才需求。
但是，截至2016年底，我省高校

共20所，在校生20.6万人，高等教育
毛入学率还只有38.1%，与2020年我
省高等教育毛入学率50%的目标还
有一定差距，也不能很好地满足我省
十二个重点产业发展的人才需求。

因此，省政府决定实施优质高等
教育资源引进工程，欢迎国内外知名
高校，尤其是在海洋、旅游（含酒店管

理）、热带特色高效农业、互联网、医药
康养等领域有学科优势的高校来到海
南，围绕国家战略和海南重点产业发
展需求建设研究生院（研究院），建设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或者与我省高校联
合举办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

曹献坤表示，在科学研究、学校
建设、税收减免、机构设置、人才引进
及其子女配偶落户等方面，我省都将
给予大力支持。对引进的国内外知

名高校（研究机构）设立独立法人高
等教育机构的，开始建设的第一年可
获得1000万元的启动补助资金，以
后根据绩效情况每年补助不低于400
万元，连续补助5年，设立非独立法人
高等教育机构的补助按一半计算。

建设于海口桂林洋教育科技产
业园区、三亚荔枝沟教育科技产业园
区，或者海南其他适合的市县，同时
享受相应的优惠政策。

因为特殊的历史、特殊的区位、
特殊的作为，海南在“一带一路”建设
中具有独特的地位。近年来，海南在
院校交流、合作办学、留学生教育、汉
语推广、教育培训等方面，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开展了较好的合
作。

据省教育厅统计，海南每年向泰
国、柬埔寨、印尼等国派出汉语志愿
者教师100多人，海南师范大学与马

来西亚世纪大学合办的孔子学院已
经招生；海南热带海洋学院中国—东
盟教育培训中心、海南师范大学国家
汉办东南亚汉语师资培训基地等机
构面向东南亚发展中国家开展了旅
游、热带农业、热带疾病防治和本土
汉语教师等多方面培训，扩大了海南
高校国际影响力，密切了海南与“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联系。

为了进一步在“一带一路”建设

中发挥海南教育力量，海南计划以三
亚荔枝沟教育科技产业园区为平台，
建设教育国际化示范区项目——创
建国际大学城，通过与国内外知名高
校合作举办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实现
高等教育资源高位嫁接，提升城市国
际化水平，促进城市高等教育的跨越
式发展；创建国际化基础教育区，建
设覆盖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的，
以国际化为特色的基础教育园区；创

建教育培训和教育服务产业发展区，
引进国内外知名教育培训机构，重点
发展教育培训和教育服务产业，重点
服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省教育厅希望，有丰富的优质教
育资源，并具备较丰富的园区整体开
发经验和较强的园区开发实力的合
作对象加入到振兴海南教育、扩大海
南教育影响力的生力军中。

（本报海口6月26日讯）

这些教育产业项目
等您加盟

为海南优质教育奠定坚实基础

为海南发展储备力量

助力国家“一带一路”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