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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民转公”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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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

幼有所育
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
国家对学前教育改革发展
进行的这项顶层设计
和每一个家庭息息相关
怎么解决“入园难”“入园贵”
怎么规范民办园发展
从此有据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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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园难度，降！学费，降！办园品质，升！

家住海口现
代花园小区的张女
士，是一位二孩母亲。

“大儿子6岁上大班，小儿
子3岁上小班。为了接送方
便，我们都没有考虑公办幼儿
园，直接就近选了小区里的海口市现
代之星幼儿园。”张女士感慨，一个孩
子一学期的保育费是9000多元，虽然
这在民办幼儿园里算适中的，“但两个
孩子的费用加起来，对我们这个工薪
家庭也是不小的压力。”

就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张女
士欣喜地发现，海口市现代之星幼
儿园的收费实现了两连降：2019年
11月，该幼儿园申报成为普惠性民
办幼儿园，收费从一学期9585元降
到了7800元。2020年6月21日，该
幼儿园又同龙华区教育局签订了协
议，正式转为公办幼儿园，保育费下
调至一学期2500元。

“和最初相比，收费下降了三分
之二以上，让我们夫妻俩的负担减
轻了不少！”张女士说，听到幼儿园
转为公办的消息，家长群里的讨论
热烈极了，“多亏了这么好的政策，
让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平价
优质的学前教学，我们这些家长都
觉得很幸运。”

2018年下发的《中共中央 国务
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
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到
2020年，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公办幼
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在园幼儿数
占在园幼儿总数的比例)达到80%左
右。其中，公办幼儿园占比达到50%，
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占比30%。

为提高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占
比，2019年 5月，海口制定了新的
《海口市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认定及
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要求
对申请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主体，
取消面积限制，提高补贴标准，优化
阶梯收费，加大师资培训力度。

这一调整，使得该市民办幼儿
园申报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积极性
大幅提升，最终通过申报的幼儿园
数量从2018年的83所一下子增加
至2019年的180多所，共惠及3.5万
名幼儿，占全市在园幼儿数的30%，
提前达到了《意见》中“普惠性民办
幼儿园占比30%”的目标要求。

相比之下，要实现“公办幼儿园
占比达到50%”的目标难度更大。
原因之一是，新建公办幼儿园需要
土地、财政、人员、编制等一系列要
素的支持，且建设周期长，对于各地
都不是一件容易完成的任务。

对此，在省教育厅的指导下，在
海口市委、市政府的部署下，海口各
区决定从现有的民办幼儿园身上

“找苗子”，通过接管和租赁的方式
来办公办幼儿园。

根据相关要求，民办幼儿园转为
公办后，由现有的公办幼儿园接管，
作为公办幼儿园分园，从今年秋季学
期起提供公办普惠性学前教育服务，
按照公办总园的管理要求，严格统一
生均拨款标准、统一收费标准、统一
师生配比标准、统一薪酬体系标准。

·延伸

学前教育“两
个比例”的推动，带

来的不仅是入园难度
的下降、收费的降低。

随着办园投入的增加、教师
培训的提升，幼儿园的办园质

量也将得到显著提升，进而推动
海口学前教育领域形成良性竞争。
幼儿园“民转公”后，对如何安置原

民办幼儿园的教职工，是幼儿园和家长
都非常关心的问题。龙华区教育局基
教科相关负责人表示，原民办幼儿园教
职工对学生、家长的情况更为熟悉，在
教学、管理上都很有优势，区教育局会
依法依规招聘录用原民办幼儿园教职
工，让教学工作正常开展、平稳过渡。
该负责人说，龙华区教育局会从现有公
办幼儿园中，为转型幼儿园挑选、配置
合适的园长。原民办幼儿园园长若有
意愿，可以留下来做执行园长。原教师
通过相应考核的，也会优先录取，通过
劳务派遣予以聘用，成为公办幼儿园的
临时聘用教师。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幼儿园转型
后，待遇更高、平台更好，民办幼儿园的
老师普遍愿意留下来继续任教。王佑是
原海口市现代之星幼儿园大班的一名班
主任，“成为公办幼儿园的临聘教师，虽
然工资浮动不大，但多了绩效奖金，五险
一金的缴存比例也有提升。”

除了待遇，公办幼儿园拥有更多的
培训机会、更好的发展平台，也是老师
们十分看重的。担任幼师7年，王佑深
切感受到，家长对老师的要求越来越
高，自己必须不断学习新的教学方法，
拓展知识面，才能满足家长的期待。“我
们都很羡慕公办幼儿园的老师，她们每
年有很多公费培训的机会，名额也是民
办幼儿园的好几倍。”王佑说，为了提升
业务能力，很多民办学校的老师都是自
己报班、买课程来“充电”。

《办法》也关注到幼儿教师群体的
发展，要求利用中央、省、市、区学前教
育发展资金，通过购买服务、综合奖补、
培训教师、教研指导等方式，提升幼儿
园办园质量。

“学前教育会出现一轮洗牌”，采访
中，海口学前教育系统人士都认为，在
强化普惠性的趋势下，公办幼儿园和普
惠性民办幼儿园的数量将大幅增加，海
口的学前教育格局将会改变。

根据国家的要求，未来的学前教育
格局应该是：公办幼儿园覆盖率50%、
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覆盖率30%，营利性
民办幼儿园只占20%。这样设置，是充
分了考虑了不同收入阶层的多样化需
求。

龙华区教育局基教科相关负责人
表示，过去，海口对民办幼儿园的管理
相对宽松，在丰富学前教育资源的同
时，也存在管理不规范等问题，形成了
一批“小散乱”的幼儿园，“在一些城乡
接合部，有人租几间房，请几个老师就
开办幼儿园了。我们去治理取缔，看到
孩子们在这种环境中学习和生活，觉得
很心酸。”

在该负责人看来，公办幼儿园和普
惠性民办幼儿园的增多，会让一些小规
模的私立幼儿园失去仅有的价格优势，
最后逐渐被市场淘汰。民办幼儿园“低
水平发展”的局面将很快结束，未来海
口学前教育将从数量的增长转向质量
的提升。 （本报海口7月9日讯）

从7月开始，在海口市现代之星幼儿园的办公室，不断有家长来咨询新学期报名事宜。每当这时，园长陈善河就指着房间内一块写有“海南省农垦总局机关幼儿园
现代分园”的新牌子解释道：“我们幼儿园刚刚完成了‘民转公’，9月开学就要挂牌，按照公办幼儿园的要求招生，收费会大幅下降，家长们再等一段时间。”

该幼儿园的转型，是海口市提高学前教育公办学位占比行动的缩影。今年1月3日，海口召开专题会议，将学前教育“两个比例”（公办幼儿园就读幼儿比例达到
50%、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提高到80%）提升工作列为2020年市委一号督办案。其中，海口创新采取接管、租赁方式，推动更多民办幼儿园转为公办。

今年前6月，海口学前教育公办学位新增2.6万个，占比从14.6%提升到38.9%；普惠性幼儿园（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总学位由5.07万个增加到
7.68万个，占比71.3%。入园难度下降、学费大幅降低、办园品质提升——普惠性幼儿园相关政策的实施，让老百姓能就近享受到“物美价廉”的学前教育资源。

有海口学前教育系统人士认为，民办幼儿园低水平发展的局面将很快结束，海口学前教育会出现新一轮的洗牌，未来将从数量的增长转向质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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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民转公”提速
创新采取接管、租赁两种转型模式

目前，海口市龙华、琼山两个区在全市率
先行动，共和12家民办幼儿园签约，将其转为
公办幼儿园。不过，在转型方式上，两个区分
别采用了接管与租赁的不同模式。

具体来说，龙华区目前签约的10所幼儿园
采用接管模式，即俗称的“一次性买断”，通过
给幼儿园原举办者一笔补偿金，由现有的公办
幼儿园接手作为分园管理。接管模式下，民办
幼儿园就永久转为公办幼儿园。

而琼山区目前签约的两所幼儿园，采用的
是租赁模式，由区教育局和原民办幼儿园签订
两年的协议。租用期满后，视办学稳定性和周
边群众需求，再决定是继续举办公办幼儿园，
还是交回原举办者转为民办幼儿园。“接管民
办幼儿园需要的经费更多，程序更复杂。根据
琼山区目前财政的实际情况，我们选择了租赁
的方式。”琼山区教育局局长陈育胜解释。

同时，两个区都对转型幼儿园的办学场
地、规模、设施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建筑面
积达到1300平方米或1500平方米以上，有满

足活动需求的户外活动场地；原则上办学规模
6个班，学位180个及以上等。

幼儿园“民转公”，无论采取哪种转型模
式，都意味着民办幼儿园原举办者要暂时或永
远退出幼儿园的办学，他们怎么还愿意提出转
型申请？“每学期收费在1万元以下的中低端民
办幼儿园，转型意愿都非常强烈。目前，龙华
区有54所民办幼儿园都提出了转型意向。”龙
华区教育局基教科相关负责人表示。

他分析道，这几年海口公办幼儿园的数量
迅速增加，给中低端民办幼儿园带来了很大压
力。“他们也意识到，家长肯定更青睐性价比更
高的公办幼儿园，今后民办幼儿园的招生会越
来越难，所以有些人萌生了退出这一行的想
法。”该负责人还表示，今年新冠肺炎疫情也给
幼教行业造成了很大的冲击，让依靠学费收入
来运转的民办幼儿园处境艰难，这更推动了“民
转公”的提速，“我们将根据申请情况，通过考
察、专家论证等程序，继续筛选符合条件的民办
幼儿园转型。”

而对琼山区的民办幼儿园举办者来说，通
过租赁的方式，把幼儿园交给政府管理，可以

迅速提升幼儿园的品质和口碑。两年后
无论是继续作为公办幼儿园，还是恢复

成民办幼儿园，都是划算的。
“民办幼儿园转公办是渡过疫情难关的有

力举措，更是一次双赢的合作。”刚刚签署协议
的原海口市琼山区昱秀幼儿园负责人常秀清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幼儿园“民转公”的措施也惠及到了海口的
城中村和农村地区。7月3日上午，海口市龙华区
龙桥育德幼儿园等3家位于乡镇、农村的民办幼
儿园，以及海口市丽晶幼儿园等3家位于城中村
的民办幼儿园，与龙华区教育局签订了《民办幼
儿园转型协议》。这6家是海口市首批转型的乡
镇农村（城中村）民办幼儿园，能提供1620个公
办幼儿园学位。

幼儿园“民转公”后，最显著的变化就是费
用的降低。以龙桥育德幼儿园为例，转型前的
保教费为每生2200元/学期，转型后与龙桥镇
中心幼儿园的收费标准持平，从今年9月开始，
该园保教费将下调至每生900元/学期，相当于
每生每学期减少了1300元。

“农村地区交通不便，家长一般送孩子去离
家近的民办幼儿园。”琼山区教育局学前教育科
相关负责人说，该区计划推动一批农村民办幼
儿园转为公办幼儿园，并且通过配备校车、协调
降低保教费等措施来盘活公办幼儿园学位。

7月6日，海口市琼山区昱秀幼儿
园的孩子在教室画画。昱秀幼儿园从
今年开始由民办幼儿园转为公办幼儿
园，学生的学费也会大幅减少。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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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20年
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

（公办园和普惠性民办园在园幼儿占比）

达到80%

营利性民办园

占比20%
满足部分家长

多样化的选择性需求

普惠性民办园
占比达到30%

公办园
占比达到50%

7月6日，海口琼山区一家幼儿园的孩子在学习画画。
该幼儿园已由民办转为公办，原有的学生将无条件接收。

海口学前教育走进

7月6日，海口琼山区一家幼儿园的孩子们在教室活动。
幼儿园“民转公”后，他们可以就近享受“物美价廉”的学前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