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启动应急演练综合基地
建设和中小学生游泳教育

省政府印发《海南省普及中小学生
游泳教育实施方案》，明确到2020年实
现“全省中小学毕业生人人会安全游
泳”的目标；印发《海南省中小学生安全
应急综合演练及基地建设实施方案》，
明确建立全省中小学生安全应急综合
演练基地，让全省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
学生在小学期间和初中期间至少各接
受一次安全应急综合演练。

（文字整理/本报记者 陈蔚林 制
图/孙发强）

1 海南大学等高校“双一
流”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海南大学“作物学”成功入选国家
一流学科建设行列。海南大学国际旅
游学院获批并于2017年 9月首届招
生309人。海南师范大学省部共建在
学科建设、平台、教育教学改革、人才
培养、对外合作交流等方面取得明显
进展。海南医学院被确定为我省立项
建设博士学位授予单位，新校区前期
规划工作正在抓紧推进。海南热带海
洋学院被确定为立项建设硕士单位，
三亚学院入选全国创新创业典型经验
50强高校，海口经济学院向应用型本
科高校转型发展。海南职业技术学
院、三亚城市职业学院、海南经贸职业
技术学院等6所学校开展人才培养模
式改革试点，获批为教育部现代学徒
制试点高职院校。三亚航空旅游职业
学院获批为教育部国家级教学资源库
立项建设单位，承接并完成航空运输
等两个专业的国家级标准制定。同
时，围绕服务十二个重点产业，遴选出
第二批19个省级应用型试点转型本
科专业，成立电子商务、酒店管理、旅
游管理3个产教融合人才培养创新联
盟，海南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和三亚中
瑞酒店管理学院增设与我省十二个重
点产业紧密对接的特色专业8个。

20个公办幼儿园主体建
设完工

这20个公办幼儿园是：文昌南阳
中心幼儿园、迈号中心幼儿园、头苑中
心幼儿园；昌江乌烈镇中心幼儿园；乐
东尖峰镇岭头幼儿园、黄流镇东孔幼
儿园、江北幼儿园；东方四更中心幼儿
园四南分园、板桥中心幼儿园中沙分
园；定安谭黎幼儿园、龙河安良幼儿
园；屯昌屯城镇中心幼儿园、南坤镇黄
岭幼儿园；临高多文镇东江中心幼儿
园；琼中县幼儿园；琼海龙江镇中心幼
儿园分园；澄迈文儒镇坡尾幼儿园、永
发镇第二中心幼儿园；保亭县幼儿园；
琼中加钗农场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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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教育系统掀起学
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热潮

党的十九大以来，全省教育系统
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作为
首要政治任务，省教育厅机关组织召
开6次专题会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
及时下发《关于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的通知》《关于印发学习
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实施方案的
通知》等系列文件，切实按照省委省政
府的部署把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引向深入。党的十九大代表、省委教
育工委常务副书记、省教育厅党组书
记、厅长曹献坤不仅在厅机关向机关
干部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还走进省
农业学校、海南师范大学、海南大学、
儋州等学校和市县宣讲，并在全省教
育系统基层党组织书记深入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示范培训班上授课。
从教育系统选出的党的十九大代表武
耀廷、王金花、颜业岸，以及省教育厅领
导班子成员和厅机关处室主要负责人
也分别走进市县和学校宣讲党的十九
大精神，全省各级各类学校还依托教育
系统“百人宣讲团”通过多种方式学习
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全省教育系
统掀起了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的热潮。

靓丽成绩单 满满获得感
——2017年海南教育十大亮点盘点

2017年，全省教育系统紧紧围绕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坚
持立德树人、深化改革、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各项工作稳中有
进、稳中增效，工作的力度、成果的显现度、群众的满意度进一步提升。

《教育周刊》对2017年海南教育工作十大亮点进行盘点，以飨读者。

海南首个中外合作办
学机构正式招生

经过多方努力，海南实现了中外
合作办学机构零的突破——海南大学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联合国际旅游学院
于2017年5月4日获得教育部正式批
准设立，并于当年9月正式招生。该
学院是经教育部批准成立的国内首个
旅游类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首批招生
的3个本科专业为酒店管理（侧重国
际度假村管理方向）、人文地理与城乡
规划（侧重旅游规划与社区可持续发
展方向）和行政管理（侧重旅游公共服
务与公共政策方向）。

2017年秋季实施新高考

我省作为全国第二批高考综合改
革试点省份，完成了“1+10”个系列方案
研制工作，并于2017年秋季学期实施
高考综合改革。同时，完成2017年高
考改革第一批研究课题结题工作，遴选
出一批优秀课题成果，并启动第二期高
考改革课题研究，为顺利推进高考综合
改革提供有力支撑。同时，启动高考综
合改革信息化平台建设并完成了第一
阶段任务，用信息化手段助推高考改革。
面向全省高中教师进行全员培训，面
向全社会宣传解读高考新政，让广大
家长、学生知晓政策、理解支持改革。

教育精准扶贫成绩斐然

出台《海南省教育脱贫攻坚“十三
五”规划》，建立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
的全程特惠性资助体系，其中义务教育

“四免四补”“衣食住行学”财政兜底资
助，2017 年 3.33 亿元资助贫困学生
10.3万人，实现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
全覆盖，确保建档立卡贫困家庭义务教
育阶段适龄小孩全部入学（身体重度残
疾等原因无学习能力的除外）；建立全覆
盖的教师学生“一对一”或“一对多”成
长关爱体系，注重贫困学生的智志双
扶、成长成才；在全省39所中职学校开
设124个“扶贫励志班”；五指山、保亭、
临高、琼中和白沙等5个国定贫困市县
实现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全覆
盖，每生每学年补助800元，实施营养餐
学校424所，惠及中小学生135019人。

“好校长、好教师”引进
工程引进94人，国家、省级
特岗教师计划和乡村教师
定向培养计划完成

“好校长、好教师”引进工程2017
年共成功引进94人，加上2015年—
2016年引进的209人，3年来共引进
了303人，其中特级教师34人、正高
级教师4人，全国劳模、全国模范教
师、全国优秀教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
家12人，全国卓越校长领航工程名校
长工作室主持人1人（教育部在每省
仅设 1 人），为海南基础教育“高位嫁
接、弯道超车”引入一批高素质人才，
快速提升学校办学水平。

实施2017年国家、省级特岗教师
招聘计划，共录取433人。其中，义务
教育阶段学校特岗教师350人，学前
教育特岗教师83人；实施乡村教师定
向培养计划，海南师范大学招收200
名本科层次的小学乡村教师定向免培
生，琼台师范学院招收专科层次的乡
镇幼儿园教师定向免培生，完成招生
计划，目前在校生600人；实施“边远
乡村教学点小学教师培训计划”，2017
年培训人数达3000人以上；加大本土
校长、教师培养力度，设立特级教师工
作站、“省级学科带头人遴选培训”“省
级骨干教师遴选培训”“卓越校长工作
室”“卓越教师工作室”等40个培训子
项目，分层分类实施高端引领、卓越人
才培养，培训人数达到5600人以上。

“一市（县）两校一园”
优质教育资源引进工程取
得新的进展

省政府出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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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已引
进或正在洽谈的合作办学项目中，15
所学校和幼儿园已招生，9所学校（幼
儿园）或项目正在建设，3所学校和幼
儿园已签约待建，7个市县已签订教育
合作协议，18个项目正在洽谈，开展帮
扶的项目26个。

北师大海口附属学校、西南大学
三亚中学、华中师大一附中屯昌思源
中学、华中师范大学琼中中学、北京海
淀外国语实验学校海南分校等5所引
进优质教育资源合作举办的学校已于
2017年9月1日正式开学；三亚市政
府与上海外国语大学签订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建设上海外国语大学三亚附属
中学，屯昌县政府与江苏常州武进实
验小学教育集团签订合作协议整体托
管屯昌实验小学。

实施“全面改薄”工程，
5个县（市）达到国家义务教
育发展基本均衡县评估认
定标准

为了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
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我省2017年
开工校舍面积109万平方米，占五年
规划面积99.66%；竣工面积为84.3万
平方米，占五年规划面积76.98%；设
备购置完成额9.9亿元，占五年规划金
额82.47%，均已超过国家双70%的要
求及省双75%的要求。目前，大多数
学校整体办学条件明显改善，校园面
貌焕然一新，极大地提升了义务教育
发展水平。

万宁市、定安县、临高县、乐东黎
族自治县、陵水黎族自治县通过县域
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省级评估。
2017年12月28日，国家教育督导检
查组评估反馈，以上5个县（市）均达
到国家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评估
认定标准。此外，我省2017年新增省
一级学校3所，达到23所；新增省级规
范化学校27所，达到207所。

据不完全统计
截至2017年12月4日
全省教育系统共举办

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1612场次

参与人员共计23.3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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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五年规划面积76.98%

设备购置完成额9.9亿元

占五年规划金额8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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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资助

贫困学生10.3万人
3.33亿元

实现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全覆盖

2017年省政府为民办实事的

20个公办幼儿园建设项目
全部建成后，乡镇公办中心幼儿园将

实现全覆盖，预计新增5560个学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