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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规划学校布局，均衡配置教
育资源，改善农村学校办学条件，实现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琼海市教育局局
长符策冠介绍，去年琼海投入8.31亿元
发展教育事业，其中3.61亿元用于改造
薄弱学校、推进学前教育、兴建校园游
泳池等，进一步改善城乡薄弱学校的办
学条件。

“目前新教学楼已经建成，条件比以
前好太多了。”近日，嘉积镇椰子寨小学
校长颜光芬正在检查新建成的3层高的
教学楼，为今年秋季学期开学作准备，
200多名原先在简易棚屋里上课的学生
将搬进新教室。椰子寨小学原教学楼是

一栋2层高的危楼，2018年，琼海投入
480万元对椰子寨小学进行拆除重建，配
备现代化教学设施。“学生都是椰子寨村
的孩子，椰子寨村离市区远，孩子们上学
不方便。”颜光芬说。

琼海大力改善乡村学校办学条件。
“项目向农村、边远、贫困、民族地区学校
倾斜。”符策冠说，今年，琼海共投入薄弱
学校改造资金6000多万元，其中大量资
金投入到乡村学校，建设内容包括教学
楼、学生宿舍、农村教师周转宿舍及附属
设施等，一批乡村学校的校容校貌发生
了显著变化。

距琼海市区70多公里、最偏远的加

略小学受益颇多。加略小学位于大山深
处，是一所苗族乡村小学，只有学前班到
三年级的30多名学生。校长李少萍说：

“以前条件太艰苦，雨天危房教室漏水，
没有教师愿意过来任教。现在学校大变
样，变得越来越美丽了。我们这所偏远
乡村小学，也用上了现代化教学设备。
我的知识有限，但可以利用现代化教学
设备，帮孩子们连接外面的世界。”

更多学子享受到优质教育资源。去
年秋季学期，琼海市小学阶段辍学率为
零；初中阶段辍学率为0.59%；小学阶段
毛入学率达112.9%；初中3年巩固率为
96%；高中阶段入学率为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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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袁宇

“镇中心幼儿园今年建成
了，孩子可以就近入园，解决了
我们的大难题。”8月12日，在
琼海市塔洋镇墟务工的刘昌林
开心地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与塔洋中心幼儿园一起
建成的，还有朝阳幼儿园、龙
江中心幼儿园分园两所公办
幼儿园，共增加学前教育学
位810个。琼海也实现了全
市每个镇至少有1所公办幼
儿园。

近年来，琼海财政投入民
生的资金大幅增长，2018 年
全市民生类支出达54.7亿元，
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87%，
同比增长32%，再次创下历史
新高。

琼海市委书记何琼妹表
示，琼海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不动摇，回应群
众的呼声，持续加大民生领域
投入力度。坚持以人为本，全
力推动民生事业迈上新台
阶。让新时代改革发展的成
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人民群
众，不断增进民生福祉，进一
步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
幸福感。

琼海从2014年开始开展家庭医生签
约服务，截至目前，琼海家庭医生签约总
人数已超过 30 万人，总签约率达到
59.2%。“在家门口治疗，既方便，还省
钱。”家住嘉积镇的糖尿病患者周维花此
前因未按时服降糖药，血糖升高致右足
皮肤感染、慢性溃疡，好在她的签约家庭
医生每天上门为她换药，右足皮肤感染
很快便治好了。

琼海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建
设，2018年，全市共招聘160多名卫生专
业技术人才，充实到市直医疗卫生单位

和镇级卫生院。村卫生室由原182家整
合到87家，服务功能却辐射到全市190
个行政村。“医生多了，医疗设备更先进，
服务比以前更好，小毛病在村里就能解
决。”阳江镇红色村村民陈杏林说。同
时，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也稳步提升，琼
海市中医院在全市率先开展主持经尿道
前列腺双极等离子汽化电切术，填补了
该地区的空白。

与此同时，琼海公立医院改革有序推
进，市人民医院去年成为全省首家县级三
甲综合医院，市域内就诊率达 90.7%。

2017年 12月，以西京医院骨科主任医
师、运动损伤科主任、临床博士张春礼教
授为学科带头人的运动医学科，在琼海
市人民医院正式揭牌成立，这也是我省
首个运动医学专科。副院长麦鸿飞介
绍：“医院现有高级职称127人，有6个院
级的重点学科，为患者提供更加优质的
医疗服务。”

琼海市卫健委主任甘雷表示，琼海
正在打造医疗健康服务新高地，建设东
部区域医疗中心。截至8月，琼海2019
年已投入4.79亿元发展卫生健康事业。

“去年发放供养资金和敬老院管理
经费2082万元，建立居家养老与机构养
老并重的养老服务网络，让老人安享晚
年。”琼海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说。

走进嘉积镇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
中心，海南日报记者看到建有兴趣活动
室、医务室、阅览室、书画室、棋牌室、中
医保健室、观影室、淋浴间和餐厅等。

“以前我们这些老年人只能在家看看电
视，最多就是出门聊聊天。现在可

以在这里健身、跳舞，每
天都忙得

不亦乐乎。”63岁的王世娟说。
确保农村贫困人口基本医疗保障，

解决贫困村民后顾之忧。市域内18家
和市域外16家医疗单位与琼海有关部
门签订“一站式”结算协议，贫困患者可
在以上34家医院看病就诊。“政府帮我
们缴新农合，吃药在医院免费领取。”
潭门镇北甬村贫困村民蔡兴有和妻儿
都患病在身，每月医药费得 2000 多
元，可以在指定医院免费取药极大减
轻了他家的负担。

琼海市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每
月举办2场招聘会，有的招聘会还会直

接开进村里，为贫困

户提供就业机会。“招聘会开到家门口，
要找到好工作就容易多了。”龙江镇水源
坡村村民王元仲就在家门口举行的扶贫
专场招聘会上找到了工作。

不仅是王元仲，越来越多的群众在
琼海找到发展机会。2018 年，琼海城
镇新增就业人数 9112 人，完成省下达
任务的154%；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
业7608人，完成目标任务的127%。全
市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325元，
比上年增长 9.1%。2019 年上半年，琼
海 市 城 乡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为
13164 元，同比增长 8.5%，工资性收入
同比增长22.3%。

（本报嘉积8月2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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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海中学附属小学今秋投用，
全市教育资源配置进一步优化

打造更多好学校
惠及万千百姓家
■ 本报记者 袁宇

8月21日，进入位于琼海市嘉积镇的琼
海中学附属小学建设工地，工人往来穿梭，各
类机械正在紧张施工，施工现场热火朝天。
在今年9月1日将投入使用的6号至9号教学
楼，工人正在紧张安装课桌。

走进新建成的一年级教室，海南日报记
者看到，教室内已装上吊扇、日光灯，整间教
室明亮宽敞。开学后，孩子们将在这间整洁、
明亮的教室内学习生活。

目前，琼海中学附属小学主体建筑基本
完工，校园围墙已修建，主道路铺上了水泥，6
号至9号教学楼完成施工，课桌椅等配套设施
都已准备就绪。施工方将在8月25日前把6
号至9号教学楼交付给学校使用。

“我们在建设过程中已采取措施检测甲
醛浓度，未发现甲醛超标问题，家长们可以放
心送孩子入学。”项目负责人颜业迅介绍，在
交付6号至9号教学楼后，施工人员将加快对
其他楼体和校园设施的建设，争取让学生们
尽早享受到优质的校园教学设施。

全部建成后的琼海中学附属小学总建筑面
积3.8万平方米，拥有综合及行政楼、功能教学
楼、普通教学楼、食堂及活动中心、体艺馆、环形
跑道、足球场、篮球场、排球场、户外游泳池等。学
生们可以选择喜爱的兴趣课程进行学习、体验。

这是琼海市为缓解优质教育资源不足而
推出的重点民生工程，项目总投资约1.8亿元，
建成后可增加4050个学位，进一步提升琼海
教育硬件设施配置，极大缓解嘉积城区大班额
状况，满足辖区内不断增长的入学需求。

琼海中学附属小学办学规模总计为90个
班，今年秋季学期计划开设约33个班，其中小
学一年级15个班，二至四年级18个班。

“我们将根据学生数来决定开设的班级
数。为了让孩子们享受到优质教育资源，学
校将严格控制班额，每班大约48人。”琼海中
学附属小学校长潘超群说，目前一年级招生
按照划片入学就近招生，二至四年级则从琼
海实验小学、市一小、嘉积镇一小、嘉积镇三
小分流学生。76名教师招聘工作已全部完
成，教师们也正在为9月1日的开学作准备。

琼海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琼海中
学附属小学是琼海教育新区项目中的重要
组成部分，教育新区项目中除琼海中学附属
小学外，还包括中学校区、教师周转宿舍及
继续教育培训基地等，“琼海教育新区整个
项目对进一步完善全市教育布局调整，提高
全市教育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将全力
推动这个项目的建设，让群众享受更优质的
教育资源。” （本报嘉积8月2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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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琼海着力构建居家养老与机构养老并重的
养老服务网络，让老年人生活更幸福美满。图为中原镇
莲塘村两位老人和孩子们一起演奏椰胡。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袁琛 摄

8月 17日，在琼海市嘉积镇卫生院城南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和病人沟通交流。

8月
17
日
，俯
瞰

琼
海
中
学
附
属
小
学
。

日前，在琼海市东坡小学，志愿者辅导孩子写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