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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全面改薄”等工程
提升城乡学校办学条件

2014年至今，陵水累计投入资金3
亿元改造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推行“全面
改薄”工程，新建校舍面积4万平方米，
促进了学校标准化建设。

2013年以来，陵水累计投入7174万
元为全县各中小学校配置仪器、多媒体等
教学设备；投入240万元，为该县直属学
校、乡镇初级中学和中心小学开通100兆
光纤，为完全小学、教学点和公办幼儿园
开通50兆光纤，实现了全县中小学校光纤
全覆盖。该县以椰林第二小学为试点建
设电子书包项目，在陵水中学、中山小学
等4所县直属学校建设无线校园覆盖。

此外，陵水还实施校园安全保障工
程。近三年该县共投入629万元为各中
小学校建设校园监控体系，安装“一键报
警”装置，购买安保器材。2010年以来，
共配备256名校警，保障校园安全。

陵水坚持“五个到位”，从组织、政
策、资金、规划、督导5个方面，促使义务
教育均衡发展的保障措施得到有效落

实。
陵水通过成立领导小组、分片包干

帮扶学校等一系列举措，落实领导主体
责任，做到组织领导到位。政策方面，该
县先后出台了《全面推进义务教育均衡
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等20多份政策性
指导文件，做到政策支持到位。

陵水成立教育督学机构，建立督学责
任区制度，聘任县政府督学、责任督学、教
育督学联络员共计108人，优化督学办公
条件，督导评估突出问题、明确措施，做到
督导评估到位，统筹推进均衡发展工作。

通过12年免费教育等举措
实现教育公平惠民

2005年起，陵水全面实施了义务教
育阶段免费教育；2010年，该县率先在
我省实施了12年免费教育。2010年至
2016年，义务教育阶段“两免”资金共计
2.788亿元。

陵水还率先自行为全县城乡公办学
校中小学生免费供应课间营养餐，自
2012年实施以来，共投入1.5亿元让全
县学生22万人次享受课间营养餐。学

习资料上，陵水2015年至2017年共投
入785.7万元为全县中小学生购置同步
练习册和学生寒暑假作业；共投入246.6
万元购置学生作业本。

针对教育移民学生，陵水为其发放
床上用品和交通补助费。每生每年发放
200元的交通补助费，按每生每年200
元的标准发放床上用品。2013年起，陵
水每年投放25万元，5年共计投入125
万元为该县各学校全额支付校方责任险
保费，投入1400万元为该县各中小学生
全额购买平安保险。

另外，陵水全面落实学生资助政策，
确保一个都不能少。2012 年至 2016
年，该县累计资助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约
3.5万人次，资助金额约6000万元。通
过多种方式，帮助困难学生顺利上学，不
让一个学生因为家庭困难而失学。
2016年，小学辍学率为0，初中辍学率为
1.2%，控辍保学工作成效明显。

引进好教师好学校
促教育提档升级

2010 年以来，陵水面向全国引进

“好校长”、骨干校长7名、“好教师”8名，
先后前往湖南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
西南师范大学等高等师范院校招聘本科
以上学历教师68人，面向全国招聘特岗
教师357人、骨干教师150人，有效提高
了该县的师资水平。

陵水还实行统筹机制创新，实现教
师资源均衡配备。以教师分流、走教、支
教、轮岗等形式，实现县域内学校教师队
伍基本均衡化。

教师待遇方面，陵水先后投入1.05
亿元为教师建设周转房106幢，共1218
间，建筑面积约4.8万平方米；建成教师
经济适用房782套，总建筑面积约8万
平方米。该县按时发放教师生活补贴、
降温补贴和交通补贴，在职称评定、绩
效分配、教师住房等方面适当向农村学
校教师倾斜，确保农村教师队伍稳定。

陵水招生工作实施“阳光作业”，今
年该县制定《陵水县2017年义务教育阶
段新生入学工作实施方案》等，并通过

“陵水教科”微信公众号、教科局网站等
媒介多途径主动公开，让入学政策家喻
户晓。陵水18所幼儿园全部实施随机
抽签入园，为广大幼儿提供公平入园方

式，取得极好的社会反响。
2013年5月，为了实现民族地区基

础教育优质、均衡、跨越式发展，陵水县
人民政府与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签署
合作办学协议，通过“协议管理、整体委
托、自主办学”的方式，办一所现代化全
日制寄宿高中。这实现了让陵水人不出
远门就接受到优质教育的愿望。

今年上半年，陵水将黎安风情小镇小
学委托给中央民大附中管理，计划办成一
所全省一流的小学。由政府投资，该县城
投公司代建的陵水县机关幼儿园正在加
紧施工，计划引进优质机构合作办园。

另外，省教育厅与中央民族大学双
方召开了加快中央民族大学海南校区建
设协调推进会，进一步达成共识并签订
了“校地教育战略合作框架意向书”，本
月将向国家教育部申报设立“海南校
区。”该校区选址拟定陵水县黎安镇，用
地规模规划约1000亩。

名校落地陵水，引进了先进的教育
管理理念和优质的资源，契合民族地区
教育发展需求，成效显著，进一步推动了
该县教育事业的发展。

（本报椰林9月7日电）

陵水让百姓共享发展成果，不断加大资金投入

以优先投入保障教育事业优先发展
■ 见习记者 李艳玫 记者 林晓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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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城乡学校办学条件，统筹师资队伍建设

陵水打造义务教育均衡升级版

本报椰林9月7日电（记者林晓君
通讯员黄艳艳）“整洁的教学楼、学生宿
舍楼，标准的运动场，太漂亮了，太上档
次了，小孩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中读书，我
感到很满意。”近日，中央民族大学附属
中学陵水分校学生家长符忠友告诉记
者。成立于2013年5月的民大附中陵
水分校，由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与陵
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联合创办，正以
实际行动，不断助力陵水教育水平更上
一层楼。

民大附中陵水分校相关负责人表
示，学校占地面积近200亩，校舍建筑面
积近8万平方米；现有教职工185人。
据了解，学校教师队伍由北京本部派出
的优秀教师、内地引进的骨干教师、学科
带头人及“211”“985”院校的优秀毕业
生组成，其中硕士学历达到35%，内地引
进学科骨干22人。

值得一提的是，在教学特色和培养
方法上，在陵水政府的支持下，中央民族
大学附中与北大、清华、人大、复旦、北
航、北师大等全国十所著名高校一起开
展了“高中与高校联合培养”实验课题，
在高中创办了“皓泰圆梦创新实验班”，
每年按照“2+1”模式进行培养（2年在陵
水分校就读，1年在北京中央民大附中交
流学习）。

学校相关负责人表示，此举既可以
接受首都优质的教育，又可以和全国各
民族优秀学子共同学习、交流、生活，让
海南的农村学生和少数民族学生“自信
自强、创新创造、追梦圆梦、攀登腾飞”。

“我们将按照把学校办成‘陵水县人
民高度满意的品牌中学、海南省一级学
校’的目标，拓步前行，努力奋斗。”该负
责人表示。

民大附中陵水分校：
以实际行动
助力陵水教育水平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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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陵水
黎族自治县社会
经济迅速发展，陵
水县委、县政府始
终坚持让百姓共
享改革发展成果
理念，优先发展教
育。据统计，在“十
二五”期间，陵水共
投入39.24亿元用
于发展教育。在
这期间，陵水新建
中央民族大学附
属中学陵水分校，
全县中小学所有D
级危房得到消除，
校园实现光纤网
络全覆盖，全县义
务教育均衡发展
涉及的 117 所学
校教学条件均得
到大幅改善，一批
乡村教学点实行
改造重建……

■ 本报记者 林晓君 通讯员 陈思国

“一二一……一二一……”响亮的口
号响彻操场，朝气蓬勃的孩子们正迎着
晨光奔跑锻炼身体、宣泄压力，这一幕每
天清晨都会出现在陵水中学校园。

而教师集体备课讨论、为学生量身
定制教学方案等新举措，正在陵水中学
有条不紊地进行，这些变化，还要归功于
陵中新校长——去年作为优秀中小学校
长人才引进的张勇。

“我们的才华与教育理念，可以在陵
水得到充分展示，也让陵水的学生受惠
于先进的教学方法。”张勇告诉记者。

实行“筑巢引凤”机制创新，大力引
进优秀人才，只是陵水发力师资建设的
一环。据了解，2010年以来，面向全国
引进“好校长”、骨干校长7名、“好教师”
7名，先后前往湖南师范大学、陕西师范
大学、西南师范大学等高等师范院校招
聘本科以上学历教师68人，面向全国招
聘特岗教师357人、骨干教师150人，有
效提高陵水师资水平。

记者了解到，县政府每年安排培训

费250万元，加大对教师培训力度。成
立张勇、贾兴丽名校长工作室，名校长
和骨干教师示范引领作用明显：贾兴
丽、李庆兴等2位校长被评为省级骨干
校长；全县先后有343名教师被评为县
级骨干教师，72名教师被评为省级骨
干教师。目前全省仅有的3个首批美
育工作室，陵水有3名教师入选并担任
成员。

近几年来，随着教育投入的不断加
大，陵水校园建设等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学生的学习环境得到改善，陵水教育基
础不断夯实。去年累计投入6.7亿元，今
年将投入7.2亿用于全县117所涉及义
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学校……翻开陵水黎
族自治县的教育投入账本，这组持续走
高的数字彰显出陵水全面推进义务教育
均衡化的决心。

数据显示，2013年起，陵水共投入4
亿元建设校舍与室外附属工程，新建校
舍建筑总面积5.2万平方米；县、乡镇、学
校多方筹措资金改造维修校舍15万平
方米；投入7000多万元新建全县各中小
学校围墙，全面优化了学校的办学条件。

学校环境变好，学生和家长更是感
同身受，“现在放学了小孩都不爱回家，
待在学校和同学们运动。”文罗镇居民王
时功告诉记者，他的孩子在读三年级，每
天放学后都要在学校操场和同学们打球
运动，出一身汗，才肯回家。

此外，陵水积极实行教学常规创新，
促进教师专业发展。举办“教学开放周”

“集体备课研讨”“同课异构”等活动，开
展“推门听课”和教学常规“三晒”等常规
检查，强化教学常规管理，促进教师专业
发展，提升教学质量。并以教师分流、走
教、支教、轮岗等形式实现县域内学校教
师队伍基本均衡化。

今天上午，在光坡中心小学读三年
级的梁晶晶正在享用学校发放的免费营
养早餐——牛奶和鸡蛋，“天天都可以到
学校吃早餐，真好！”

据介绍，陵水率先自行为全县城乡
公办学校中小学生免费供应课间营养
餐，自2012年实施以来，共投入1.5亿元
让全县学生22万人次从中受益。较好
地改善了学生营养，促进学生健康成长。

（本报椰林9月7日电）

自2012年实施以来

共投入1.5亿元

让全县学生22万人次享受课间营养餐

陵水本号镇大里希望小学操场，
学生们在快乐玩耍。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陈思国 摄

陵水累计投入48.54亿元
用于发展教育

安排7.2亿元用于发展教育

2011年
至2016年

2017年

该县在全省率先给各中小学

拨付零星维修和校园文化建设经费

累积拨付零星维修经费4030万元

校园文化建设经费5920万元

做到经费落实到位

让学校不再为办学经费发愁

2016年起

该县新建学校3所

改建农村初中14所

完全小学45所

教学点20所

撤销农村教学点5所

将21所小学调整
为教学点，做到规划
布局到位，进一步优
化教育资源。

2013年
以来

陵水还率先自行为全
县城乡公办学校中小学生
免费供应课间营养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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