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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各种因素影响，近几年我国偏远贫困地区
学校普遍出现“空心化”情况：师资弱化、生源流
失，学校逐渐成为“空壳”。然而，在2019年才退
出贫困县序列的琼中却出现了截然不同的景象。

“十三五”期间，该县在校中小学生从22379
人增加到28000余人，其中超3000名学生从县
外各校回流，每年回流的学生能撑起一所乡镇九
年一贯制学校。

琼中等市县出现的“回流潮”，是海南各级
各类教育均衡发展的鲜活注脚。随着自贸港建
设的推进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海南人民对享受
高品质教育服务、对孩子“上好学”“学得好”的
期望越来越高。为此，海南教育系统多措并举，
高质量办好各级各类教育，不断增加海南人民教
育福祉——

抓好“一市（县）两校一园”优质教育资源引
进工作，人大附中附小、北师大附中、华东师大附
中、上外附中等一大批优质教育资源落户海南，
快速扩大了优质教育资源的覆盖面，引领带动区
域义务教育质量提升，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就
能“上好学”；

扎实推进“好校长、好教师”引进工作，省级
层面向全国引进300名“好校长、好教师”，市县引
进229名中小学优秀校长、学科骨干教师，全省公
办中小学幼儿园共引进5506名教师，有力提升基
础教育质量和水平……

在广大干部和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十三五”
期间，海南基础教育取得了全方位发展、历史性
突破、深层次变革，各项指标均已超过全国平均
水平，国家下达海南的7项基础教育交账任务全
部超额完成，人民群众教育满意度和获得感明显
提升。

学前教育“两个比例”提前达标——截至
2020年9月，全省共有幼儿园2680所，在园幼儿
38.37 万人，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 53.34%（比
2016年提高30.39%），普惠性幼儿园在园幼儿占
比86.63%（比2016年提高54.31%），均提前超额
达到国家既定目标，得到群众广泛赞誉。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取得新突破——2019年
海南成为全国第17个整体通过县域义务教育基
本均衡发展评估认定的省份；打赢消除义务教育
大班额的“翻身仗”，彻底消除66人以上超大班
额，56人以上大班额从2015年的17.92%下降到
0.49%；适龄残疾儿童少年毛入学率98.44%，超
过国家95%的目标要求。

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攻坚提前实现——2019
年全省高中阶段毛入学率92.1%，提前达到国家
要求。

基础教育的快速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和海南自贸港建设培养了源源不断的合格
建设者、接班人。同时，海南高中教育、职业教育
和高等教育也取得了新的突破，服务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能力显著增强。

职业教育取得新的发展——在全国率先全
面免除中职学生学费、率先给予中职学校毕业升
入高职院校就读学生学费补助；在全国率先打通
从中职、专科、本科到专业学位研究生的上升通
道，中高职“3+2”连读等6个试点项目累计招生
5万人。

高等教育取得新的成效——海南大学植物
学与动物科学等4个学科进入ESI（基本科学指
标数据库）全球排名前百分之一；新增5个教育部
重点实验室，新增6个博士点和33个硕士点，新
增涉及大旅游、大健康等自贸港建设亟需专业60
个……

值得一提的是，在确保学生“有学上”“上好
学”的前提下，海南还着重实施“特色印记”教育，
取得了明显成效——

“红色人文、绿色生态、蓝色海洋”的海南特色
德育体系日益完善；深化体教融合，全面普及中小
学生安全游泳教育，累计建成游泳池307个，培训
学生约51万人；推进“小胖墩”“小眼镜”防控工作，
中小学生综合近视率降至44.87%，低于全国平均
水平；扶持琼剧传承特色学校13所，将优秀传统文
化的接力棒交到青少年手中；开展研学旅行，推广
校内课后服务，规范校外培训机构……

春播一粒子，秋收万钟粟。“十三五”期间，全
省共有15所学校获评“全国文明校园”，8所学校
上榜教育部首批“一校一案”落实《中小学德育工
作指南》典型案例，85所学校入选“全国中小学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学校”……“健康阳光、好学
上进、勤劳诚信、文明朴实”海南学生特色印记日
益凸显。

“‘十三五’期间海南各级各类教育取得的进
步和变化，得益于省委、省政府始终坚持把教育
与生态并列为海南发展的两大基石，坚定不移地
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省教育厅厅长曹献坤
说，胜利闭幕的省委七届九次全会，勾画了海南
加快建设自贸港的美好图景。“我们将以贯彻落
实省委七届九次全会精神为动力，以加快建设国
际教育创新岛为抓手，做好海南教育‘十四五’规
划，以超常规的认识、举措、行动和实效，努力打
造新时代教育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新标杆。”

海南教育系统实现海南教育系统实现““十三五十三五””圆满收官和国际教育创新岛建设顺利开局圆满收官和国际教育创新岛建设顺利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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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吃一惊”“超出预
期”“令人鼓舞”……2020
年末，教育部主要领导在
第4次部省会商暨海南国
际教育创新岛建设工作
推进会上，用一个个滚烫
的词汇为国际教育创新
岛建设成效点赞。

高点谋划海南教育
改革开放，全面推动各级
各类教育高质量协调发
展，加快推进国际教育创
新岛建设，是海南教育系
统打造中国教育开放发
展新标杆、新高地、新窗
口的一个生动缩影——

在省委、省政府的坚
强领导和教育部的有力
指导下，“十三五”期间，
海南教育系统广大干部
师生在全力推进海南自
贸港建设、积极构建新发
展格局中把握方向、找准
定位，坚持解放思想、敢
闯敢试、大胆创新，努力
实现了“十三五”圆满收
官和国际教育创新岛建
设顺利开局。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而培养什么
人，是教育的首要问题。

“十三五”期间，海南教育系统牢牢把握社
会主义办学方向，全面加强党建和思政工作，确
保海南教育在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中坚守
立德树人初心，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

健全“三全育人”大格局，省教育厅提请召
开4次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加强对教育
系统党的建设、思政工作、安全稳定以及改革发
展重大工作的统筹领导。协调落实省领导联系
高校工作制度，省领导全员到高校调研指导党
建和思想政治工作、给师生上思政课等45次，引

领市县党政班子更加重视中小学校思政工作。
同时，在陵水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等教育重点
园区探索建立“一园五区”党建思政教育体系。

夯实思政工作“四梁八柱”，省教育厅成立
学校思政工作委员会，设立思政工作专项经费，
2020年省财政预算新增投入3000多万元，比上
年增加近5倍，启动培育建设高校思政工作10
个精品项目。同时，强化课程思政建设，构建思
政课“必修课+选修课”课程体系，按标准全部落
实高校思政课教师、辅导员配备。

提升基层党建质量，省教育厅组织全系统
对标落实省委部署的巩固深化“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成果的15项具体任务，并在厅机
关和厅直属单位（学校）深入开展“三进三述两
整顿”工作，组织开展“标杆党支部”“党员先锋
岗”“优秀公文”“优秀工作案例”等“四个一批”
推选展示，确保机关党建走在前、作表率。此
外，省教育厅还督导市县调整优化中小学校党
组织设置90个，探索推进中外合作办学党的建
设，力争消除党建工作“空白点”。据统计，目前
全省高校标准化党组织占比87%，“双带头人”
占比83%，新增8个全国党建工作标杆院系、样
板支部。

党旗猎猎，在海南教育系统高高飘扬。

2020年8月，在海南自由贸易港重点项目集
中签约活动现场，大屏幕上播放着海南省政府与
德国比勒费尔德应用科技大学战略合作协议签
约仪式的画面。

该协议的签署，标志着在教育部的大力支持
和指导下，海南落实《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
方案》中关于允许境外理工农医类高水平、职业
院校海南自由贸易港独立办学工作取得重大进
展，迈出了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步。

“十三五”期间，尤其是“4·13”以来，我省不
断深化教育改革开放，高标准建设国际教育创
新岛，强力推进教育重大项目落地。在省教育
厅的积极推动下，教育部与海南省政府联合印
发《关于支持海南深化教育改革开放实施方
案》，自此，省委、省政府更是拿出最好的资源、

最优的政策，在三亚、陵水、海口等市县“组团”
布局，在洋浦经济开发区、海南生态软件园等多
个园区“点状”布局。

在各地各部门的支持配合下，我省各个教
育重点园区建设开局顺利——陵水黎安国际
教育创新试验区全面动工，英国考文垂大学、
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以及南开大学、中国传
媒大学、南方科技大学等15所国内外名校首
批签约入驻；三亚崖州湾科教城已引进上海交
通大学、浙江大学、中国海洋大学、中国农业
大学等8所国内知名高校入驻，举办研究生院
或研究院搭建产学研一体化发展平台；海口江
东新区教育园区规划建设稳步推进，北京外国
语大学、北京语言大学落户，哈罗公学已正式
开学，德威公学、威雅公学等一批国际学校正

在加快建设。
重点项目扎实推进——中国首个境外高水

平大学独立办学项目德国比勒费尔德应用科技
大学签约落地；世界专业排名第一的瑞士洛桑酒
店管理学院独立办学签约落户三亚；上海交通大
学医学院与英国爱丁堡大学联合举办独立法人
中外合作办学医学院已达成意向落户博鳌乐城
国际医疗旅游先行试验区；海南首家高职层次中
外合作办学机构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乌拉尔
学院获批设立……

“4·13”以来，全省累计签约引进31所国内
外知名高校、51所国内外知名中小学校落地办
学，累计签约教育项目110个，累计开工项目
400个，总投资约300亿元，形成了全面深化教
育对外开放的新格局。

机器轰鸣，吊塔林立。日前，笔者在陵水黎
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看到，体育馆、教学楼、
生活区等项目按照既定计划进场施工。

前期手续和施工建设同步推进，体现了试
验区“五位一体”园区成片开发流程再造新模式
的显著效果。这一创新做法，将项目前期工作
时间缩短约19个月，也因此入选了海南自贸港
第九批制度创新案例。

由此可见，国际教育创新岛建设实现良好开
局，既体现在一批标志性、先导性项目先后落地，
也体现在一批重大规划和制度创新相继实施。

“十三五”期间，海南教育系统聚焦深化教
育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中的关键瓶颈，系统推
进教育制度创新，制度集成创新成效明显——

一是创新办学模式：在陵水黎安国际教育
创新试验区、三亚崖州湾科教城等重点教育园
区探索实行“大共享+小学院”“五互一共”办学
新模式，学生可以“一校入学、多校选课，多地实
践、多个学位”，实现中西互鉴、文理互通、学科
互融、课程互选、学分互认、管理共商，致力培养
复合型、创新型、国际化高层次人才。

二是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面向全省旅游业
积极推行旺季工作、淡季学习的“旺工淡学”旅
游人才特色培养模式，促进产教深度融合；立足
海南气候和生态优势，在所有高校开设“冬季小
学期”项目，借“候鸟”人才引智兴教，近3年共有
来自国内外的700多位专家学者参与，受益学
生达10万余人次。

三是创新人才激励机制：开展“县管乡用”
基层教育人才激励机制改革，面向全国组织“县
管乡用”招聘基层教育人才和紧缺学科教师，
1487名到岗教师人才按每月1500元至1万元
不等的标准享受特殊津贴；制定实施县域保障
住房等政策，建立乡村教师差异化补助制度，形
成“越往基层、越是艰苦，待遇越高”的激励机
制；建立教师“编制池”，采取“区域统筹、总量控
制、动态流转、保障急需、待遇一致”的管理办

法，保障教育发展需求和教师权益。
这些创新案例中，高等教育“冬季小学期”

“旺工淡学”旅游业人才培养新模式、“五位一
体”园区成片开发流程再造等3个案例作为自贸
港制度创新案例公开发布，“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部省联合审批”被纳入海南自贸港第十批制度
创新案例。

正因解放思想、敢闯敢试、大胆创新，海南
教育系统方能高效应对各个大考，助推自贸港
建设行稳致远——

迎战疫情防控，海南教育系统不仅做到了
全省校园内零感染和“停课不停教不停学”，还
率先在全国顺利实现了大中小幼全面开学、安
全开学；

迎战新高考改革，海南高考综合改革“1+
10”制度全部出台，成功突破“选课”“选班”两大

瓶颈问题，参加2020年新高考“首考”的5.73万
名考生，本科录取率60.66%，创历年最高；

迎战脱贫攻坚，海南教育系统以“全上学、
全资助、上好学、促成长”为目标，建立了从学前
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全程特惠性扶持政策体系，
并在全国率先开创“三段式”培养模式、创新举
办“扶贫励志班”“职业初中班”……

2020年，在大学生就业情况本就严峻，又受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前提下，海南教育系统拿
出“自贸港建设人才招募一批、基层就业项目
吸纳一批、升学深造一批、自主创业一批、动员
参军入伍一批、返岗实习参与复工复产一批、

‘旺工淡学’培养一批”等“七个一批”举措，推动
高校就业率达到82.24%，超过教育部初次就业
率达到70%的目标，为“稳就业”工作作出了突
出贡献。

补短板提质量
不断增强海南人民教育福祉

坚守立德树人初心，牢记为党为国育才使命A

形成全面深化教育对外开放新格局B

系统推进制度创新，高效应对各个大考C

D

在海南大学校门前，身着学位服的毕业生留影。2020年，海南大学近万名毕业生踏上新的人生旅程。

琼台师范学校附属幼儿园，学生在课堂唱歌、阅读、做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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