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儋州等6个市县（区）通
过国家评估认定，实现全省全
域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确
保2018年所有市县（区）通过
国家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评估
认定。

2.引进一批国内外一流高
校来琼办学，支持海南大学与
老挝巴巴萨技术学院、海南职
业技术学院与尼泊尔全球旅
游与酒店教育学院合作办分
校。

3.稳妥推进普通高等学
校考试招生综合改革试点，
出台有关改革文件，做好政
策解读、宣传和有关培训工
作。

4.完善生均拨款制度和
学生资助体系，启动义务教
育阶段部分标准调整及非义
务教育阶段部分学费调整工
作。

5.全面实施国家课程方案
和课程标准，启动海口、三亚
英语教学改革试点工作。

6.试点建设全国首批校园
足球“满天星”训练基地，遴选
一批足球特色学校，组织开展

“四级”足球联赛。

7.落实《关于中小学岗位
设置和聘用管理的实施意
见》，推行岗位竞聘改革和聘
任管理，新增陵水黎族自治
县、乐东黎族自治县参加中
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工
作。

8. 实 现 全 省 中 小 学 校
（含 具 备 条 件 的 教 学 点）光
纤网络接入全覆盖，建设一
批教育信息化示范市县和
学校。

9.推进民办学校分类登记
工作，规范民办学校监督、评
估、信息公开、教育执法等管
理。

10.撤销、合并一批薄弱的
公办中职学校，停止一批办学
条件不达标的民办中职学校
招生资格。

今年要啃10块“硬骨头”

学前教育

主要成果
2011年起连续实施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

划，全省新建、改扩建公办幼儿园406所（次），
实现公办乡镇中心幼儿园乡镇全覆盖，普惠性
幼儿园覆盖比例达49.5%。

2017 年，学前三年毛入园率 82.5%，比
2012年提高19.7个百分点。

重点任务
到2022年，基本普及学前三年教育，建立

起覆盖城乡、布局合理、公益普惠、管理规范的
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
到87%以上，在公办幼儿园就读的幼儿人数占
在园幼儿总数的比例达到30%以上，普惠性幼
儿园覆盖率达到80%以上。

义务教育

主要成果
从2014年起，全面落实义务教育免试、免

费、划片、就近入学，13.28万名进城务工人员
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

2017年，小学毛入学率101.73%、初中阶
段 毛 入 学 率 102.83% ，义 务 教 育 巩 固 率
94.36%，分别比2012年提高0.13、3.6、6.46个
百分点。

重点任务
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义务教育

阶段巩固率达到95%，义务教育各项主要指标
达到全国中等偏上水平。

高中教育

主要成果
5年来全省新增高中学位27900个，“省一

级学校”创建达到23所，全面取消高中生择校，
初步形成充满活力、各具特色的普通高中发展
新局面。

2017 年，高中阶段毛入学率 90.6%，比
2012年提高5.42个百分点。

重点任务
实施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攻坚计划，高中阶

段毛入学率达到92%以上。

职业教育

主要成果
12所中职学校被确定为“国家中等职业教

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2所高职院校被评为国
家示范性和骨干性高职院校，在全国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中荣获28个一等奖。

2017年，全省职业院校共输送了30万技
术技能人才，中职毕业生就业率均超过97%、
高职毕业生就业率均超过92%。

重点任务
优化调整学校布局和专业设置，改革培养

模式，深化产教融合，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
系。

高等教育

主要成果
海南大学成为“部省合建”高校，“作物学”

学科入选国家一流学科建设行列；海南师范大
学省部共建有序推进；琼州学院转型更名为海
南热带海洋学院；琼台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升格
为本科院校琼台师范学院。我省首个国家重
点实验室——“南海海洋资源利用国家重点实
验室”在海南大学挂牌成立。

2017年，普通本科高校累计向社会输送
12万高层次专业人才，教育事业为全省经济社
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与智力支撑。

重点任务
落实“1+2+X”高等教育总体布局，聚全省

之力办好海南大学，实施海南师范大学、海南
医学院提升工程，推动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等高
校特色发展，建设一批特色优势学科专业，高
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0%，在校生规模达到22
万人左右。

●实施学前教育第三期行

动计划，30所新建改扩建幼儿

园主体封顶，普惠性幼儿园覆

盖率增加到55%。

●实施优美乡村学校建设
行动计划，确保2018年我省基

本消除 66 人以上超大班额，

56 人以上大班额大幅减少，

“择校热”明显降温。

●继续实施“一市（县）两
校一园”优质教育资源引进工

程，实现 4 所省外优质学校签

订合作办学协议。

●投入 13.5亿元，完成“全

面改薄”任务；投入 2.1 亿元新

建、改扩建一批普通高中学校，

至少新增3所“省一级学校”。

●通过检测验收挂牌的合

格游泳池不少于 200 个，学会

游泳的中小学生不少于 20 万

人。

●建成海口、三亚、万宁、

儋州、五指山 5 个中小学生安

全应急综合演练基地。

●开展海口市特殊教育改
革试验区、海南（海口）特殊教
育学校及儋州市特殊教育学校

“医教结合”试验项目，琼海、万

宁、东方、陵水4所特殊教育学

校招生，启动五指山、屯昌、定

安等3所特殊教育学校建设。

●做好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扶
贫工作，抓好建档立卡义务教育
阶段学生控辍保学工作，确保不
因贫失学，打赢教育脱贫攻坚战。

●为艰苦偏远地区教

师办实事，确保临高等 6 个

市县偏远农村小学教师厨
房建设项目秋季开学投入
使用。

●实施乡村教师“县来乡
去”定向培养计划和边远乡村
教学点小学教师培训计划、

“海南省中小学英语教师新加
坡培训”等精品培养培训项
目，建设省级校长教师工作室

70 个，培养骨干校长教师

1100 名，培训乡村小学教师

3000名。

今年将发10个“教育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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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谋划部署今年和今后一个时期教育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任务

新时代，书写“奋进之笔”
编者按：

2018年国务院政
府工作报告指出，发展
公平而有质量的教
育。要办好人民满意
的教育，让每个人都有
平等机会通过教育改
变自身命运、成就人生
梦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省教育系统认真贯
彻落实省委、省政府教
育优先发展的决策部
署，科学谋划、精准施
策、主动作为、真抓实
干，推动海南教育实现
了历史性跨越。

3 月 9 日上午，
2018年度海南省教育
工作会议在海口召
开。会议总结回顾党
的十八大以来海南教
育工作，分析当前我省
教育面临的形势，谋划
部署了今年和今后一
个时期的教育改革发
展稳定各项任务。

今年乃至未来几
年，我省教育系统将进
行哪些改革，又将为广
大师生送来哪些福
利？海南日报教育周
刊为您一一展示。

我 省 教 育 经 费 总 投 入

1278.36 亿 元 ，年 均 增 幅

8.95%
其中，公共财政预算安排的教

育经费1009.55 亿元，年均增长

10.78%

用于改善各级各类学校办学条

件的资金累计 217.11 亿元，占公

共 财 政 预 算 教 育 经 费 支 出 的

21.51%
其中，“全面改薄”实施4年来

累计投入45.9 亿元，新建、改扩建

校舍 110 万平方米，新购置 10.5
亿元的教学设施设备，完成率均提
前达到国家确定的“超七成”要求，
学校面貌发生重大变化

新目标 新征程

“小财政”
办“大教育”

2012年—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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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省将基本消除66人以上超大班额，56人以上大班额大幅减少。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海南教育改革发展面临的形势

1.区域、城乡、校际之间教
育发展不平衡。

无论是硬件条件，还是师资
力量都有较大差异，择校、大班
额、农村弱、城市挤等现象依然存
在。

2.教育结构发展不平衡。
学前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

仍然是我省整个教育体系中的
短板和弱项。

3.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不
平衡。

智育一枝独大，学生的社会
责任感、创新思维、身体健康成
长、审美观、劳动意识和动手技
能等没有得到全面发展。

“三个不平衡”

1.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不充分。
优质资源在全省教育格局中的

比重仍然偏低，教育整体质量不高，
难以满足人民群众对上好学的需要。

2.教育内涵发展不充分。
群众对教育的多样化选择还得

不到满足，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学
校发展特色不够鲜明。

3.教育服务国家战略和地方经
济社会建设的能力不充分。

各高校办学特色还不够鲜明，
专业结构不尽合理、同质化倾向较
为明显，人才培养类型结构、学科
专业结构和知识能力结构还不能
完全满足海南经济社会转型升级
和扩大对外开放的要求。

“三个不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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