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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9月1日讯（记者陈蔚
林 通讯员刘晓惠）9月1日，海南各中
小学校正式开学。海南日报记者从省
教育厅了解到，2021年秋季学期，全省
新建并开学的幼儿园有70所、义务教
育学校有12所、普通高中学校有4
所。含改扩建的29所学校（幼儿园）在
内，全省共计新增学位4.2万余个。

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韩小雨
介绍，过去一年，海南积极指导各市县
（区）制定中小学教育发展布局规划，
深入推进“乡镇中心幼儿园建设”“一
村一幼”“全面改薄”“一市（县）两校一
园”“普通高中办学条件提升”等重要
工程，新建和改扩建一批幼儿园和中
小学，较好地缓解了各地由于人才引
进、户籍政策调整等带来的学位紧张
压力。尤其是三亚、海口、澄迈等市
县，新增学位超过5000个，为当地改

善营商环境、吸引高层次人才落户、办
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提供了保障。

据统计，2021年秋季学期，全省
各市县新建幼儿园70所，新增学位
16022个，改扩建幼儿园6所，新增学
位540个，新建和改扩建幼儿园合计
76所，合计新增学位16562个；新建义
务教育学校12所，新增学位16221个，
改扩建学校19所，新增学位3195个，
新建和改扩建学校合计31所，合计新
增学位19416个；新建普通高中学校4

所，新增学位5550个，改扩建学校4
所，新增学位1220个，新建和改扩建
学校合计8所，合计新增学位6770个。

韩小雨特别说道，今年秋季学期，
我省基础教育不仅实现了“增量”，还实
现了“提质”。新开学的幼儿园和学校
中，有13所属于“一市（县）两校一园”优
质教育资源引进工程引进项目，其中6
所为省外优质教育资源引进项目——
上海世外附属海口学校、上海世外附属
海口幼儿园、洋浦外国语学校、首都师

范大学乐东县第一小学、西南大学临高
博文学校、西南大学临高实验幼儿园；7
所为省内优质教育资源拓展项目——
海南中学美伦校区、三亚中学、海南师
范大学定安平和思源实验学校、海南师
范大学白沙邦溪镇中小学校、海南师范
大学万宁和乐镇中小幼儿园、琼台师范
学院附属定安县定城镇仙沟幼儿园、海
口市港湾幼儿园保亭实验幼儿园。这
些优质幼儿园和学校将发挥辐射作用，
带动当地基础教育取得新的发展。

海南86所新建学校和幼儿园开学
含改扩建学校（幼儿园）共计新增学位4.2万余个，实现“增量提质”

全省新增了几所学校（幼儿园）?

新增公办园9 新增学位 1800

新增小学 1 新增学位 1764

新增初中2 新增学位3084

新增普通高中 1 新增学位2450

三亚

新增公办园 2 新增学位900

新增小学 1 新增学位3240

新增初中2 新增学位3600

新增普通高中 1 新增学位900

海口

新增公办园 7 新增学位2520

新增小学 1 新增学位 160

新增初中0 新增学位 1500

新增普通高中 1 新增学位 1800

澄迈

新增公办园2 新增学位360

新增民办园 1 新增学位 150

新增初中 1 新增学位600

新增普通高中 1 新增学位400

琼海

昌江
新增公办园2 新增学位570

新增小学0 新增学位 1350

新增初中 1 新增学位400

省总工会为海南省劳模
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授牌

本报海口9月1日讯（记者邱江华 通讯员王
云博）9月1日，省总工会在椰树集团第二工业园
区举行“海南省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授牌
仪式，为王光兴劳模创新工作室授牌。截至目前，
全省共有省级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37家。

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是深入开展群众
性技术创新活动的重要平台。今年以来，为扎实
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省总工会结合党史
学习教育和“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深
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不断推动
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规范化建设和高标
准运作。

今年，省总工会计划创建10家海南省劳模
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20家海南省职工创新
工作室，进一步发挥创新工作室示范引领作用，
推动企业技术创新，助力职工成长成才，提高职
工技术技能，引领企业健康发展，辐射和带动更
多企业职工开展技术革新、进行生产攻坚。通过
讲好劳模故事、劳动故事、工匠故事，实现劳模
精神和匠心技艺的薪火相传，把越来越多的职工
吸引到劳模和工匠周围、聚集到劳模创新工作室
中来，推动形成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
的敬业风气。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陆志远出
席活动并为创新工作室授牌。

海南省残联第七届主席团
第二次全体会议召开

本报海口9月1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孙
浩 汪逸菲） 9月1日，海南省残联第七届主席
团第二次全体会议在海口召开。会议听取和审
议了省残联执行理事会工作报告；补选海南省
残联第七届主席团委员、主席；推举省残联第七
届执行理事会理事长。会议选举省政府副省长
刘平治担任省残联第七届主席团主席，推举省
残联党组书记司海英为省残联第七届执行理事
会理事长。

会议指出，去年以来，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
炎疫情，省残联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的决策
部署，主动作为，扎实做好各项残疾人工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残疾人一个也不能少”的目标如期实
现，全省残疾人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明显增强；
推进各项惠残政策落地，脱贫攻坚成效显著，实现了
现行标准下全省贫困残疾人全部脱贫；坚持人民至
上，倾力改善残疾人民生；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实现
全覆盖，残疾人就业实现较快增长，基本公共服务不
断改善；推进法制建设，落实权益保障措施。

会议要求，要实施好“十四五”残疾人保障
和发展规划；要巩固拓展残疾人脱贫攻坚成果；
要着力解决残疾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要加大
残疾人关爱公共服务供给；要全力维护残疾人
合法权益；要充分发挥好残疾人组织的作用。
要将服务残疾人同党史学习教育、作风整顿建
设年、“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等活动紧密结
合起来，统筹推进；要切实加强队伍建设，充分
发挥残联桥梁纽带作用，为残疾人事业高质量
发展提供组织保障。

新增公办园 7 新增学位2040
儋州

新增公办园4 新增学位810
文昌

新增公办园5 新增学位 1080
新增民办园 1 新增学位 180

临高

新增公办园2 新增学位450
万宁

新增公办园5 新增学位 1080
定安

新增公办园4 新增学位 720
白沙

新增公办园 1 新增学位 180
琼中

新增公办园 1 新增学位90
保亭

新增公办园 11 新增学位 1872

新增民办园 1 新增学位90

新增小学 1 新增学位 180

东方

新增公办园2
新增学位360

陵水

新增公办园3 新增学位 770
屯昌

新增小学 1 新增学位244
新增初中 1 新增学位99

洋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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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乡村振兴电视夜校
办出特色质量效益
◀上接A01版
将乡村振兴电视夜校工作进行到底，确保办出
特色、办出质量、办出效益。要坚持“有所为、
有所不为”，紧密结合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精
准对接干部群众需求，改进教学内容，增强节目
针对性、有效性、趣味性。要拓展学习渠道，丰
富学习载体，通过建设“学习强村”平台、“农民
学分银行”等方式，提升干部群众学习积极性。
要做好电视夜校线下文章，组织发动高校科研
院所专家投身乡村振兴主战场，当好“田教
授”。要做好电视夜校效果评估，确保收看取得
实实在在的效果。

专题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欧英才 美编：孙发强全面小康看社保④
我省社保谋创新、转作风、优服务

以企业和群众满意为标准
围绕海南自贸港建设，创国内一流

营商环境，我省社保经办机构主动扛起
责任担当，对标先进，解放思想，敢闯敢
试，大胆创新。

我省创建海南特色的经办体制机
制，推进社保、医保服务一体经办、同城
化服务。推进社保经办数字化转型，让
数据多跑路，让企业和群众少跑腿。把
企业和群众的评价作为风向标，转作风，
优服务，久久为功。

窗口共享

“现在办理社保便利了，在白沙就能
异地办，不用再跑到海口去，省了很多麻
烦。”在白沙黎族自治县从事社保服务工
作的张丽伟感慨地说。

位于白沙境内的海南热带雨林国家
公园管理局鹦哥岭分局成立后，分局的
机关养老保险是在省社保中心参保的，

有的业务必须线下办理时，因为机构改
革涉及机关养老保险账户信息变更等需
要理顺，综合科的张丽伟曾经往返于白
沙、海口。

不过，这样的辛苦往返终于结束。
今年初，随着白沙社保中心上线全省综
合柜员服务平台，海南职工社保医保服
务实现“全省通办”。

我省创建了全国唯一的省域社保、
医保一体化经办体制。全省统一机构名
称职能、业务流程、基金管理、信息系统、
风险防控、险种管理、服务标准，实现群
众办社保医保业务只进“一扇门”。

通过梳理，形成119个公共服务事
项的清单和办事指南。每个事项按全省
统一标准内嵌到综合柜员服务平台，以
列表式展示办理所需材料。每个事项的
办理步骤按风险等级，分类设定内嵌到
综合柜员服务平台。业务同标准受理、
无差别办理，在全省任意窗口都能享受

到普惠性的同等服务。
依托综合柜员服务平台，将全省过

去240个按险种和业务类别分设的专业
窗口整合为159个综合窗口，将其变成
每一个市县的“共享窗口”，实现职工社
保医保业务“全省通办”。

值得一提的是，我省社保、医保服
务“一体经办、一网通办、全省通办”入
选海南自贸港第十二批制度创新案例，
被《中国社会保障》杂志评为最具突破
力的改革。

数据赋能

数据赋能打破“部门墙”。通过“海
南e登记”平台，新增市场主体在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注册登记时，同步实现社保
登记，企业不用再跑社保经办机构。

过去，每到开学季，到社保经办服务
大厅打印社保清单的队伍拥挤。现在，

社保经办机构主动共享数据给海口市教
育部门，家长们免了排队之苦。

这样的场景发生在人才落户、购房
买车等生活领域。

社保经办服务也在跨部门数据共享
中尝到改革“甜头”，身份证、结婚证、出生
证、火化证明以及机关事业单位工资等证
照和数据的互联互通，为社保服务推进

“减证明、减材料、减流程”创造了条件。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待遇申领业务，

正是因为共享海南省机关事业单位人事
工资管理系统，从近10项百余页材料减
为一张表。

今年6月，我省推出8个社保医保证
明事项实行告知承诺制，涉及14种证明
材料，直接取消12个事项的11种证明
材料。

通过数据赋能，我省90%以上的社
保医保业务实现网上可办，25项业务可
以自助办，21项业务“跨省通办”，四成以

上服务事项可即时办结，其中秒办22项。
“我们在社保医保系统融合和跨部

门数据共享方面还有很大短板，已列入
‘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整改事
项，将努力通过持续深化改革给企业和
群众带来更大便利。”省社保中心主要负
责人说。

作风转变

“优质服务塑形象，高效规范展风
采。”今年3月12日，海南省肿瘤医院的
卢鑫美女士将一面锦旗送到省社保中心
申报受理处负责人的手中，对窗口工作
人员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热情服务的
工作态度和专业高效的工作水平表示感
谢。

近两年来，点赞的越来越多，投诉的
越来越少，更加坚定了我省社保经办机
构进一步解放思想、敢闯敢试、大胆创新

的信心和决心。
“深化改革、优化服务，一要靠转思

想、转作风，二要靠强素质、提能力，要在
理念、制度、作风等方面来一次全方位深
层次变革。”省社保中心主要负责人说。

为推动社保经办事业高质量发展，
省社保中心成立优化营商环境专班，建
立月例会、季调度和定期报告工作机制，
统筹党史学习教育、行风建设、作风整顿
等工作，扎实推进“查堵点、破难题、促发
展”活动，组织“领导干部走流程”、行风
交叉互评、明察暗访等。

我省推动社保医保经办队伍从专一
业务型向综合业务型转变，把培训作为
重中之重，采取集中学、跟班学、交叉学、
互助学，人人考试、人人过关，队伍整体
素质得以提升。在社保医保领域，2021
年上半年省本级经办服务“好差评”总评
价量超过 10.2 万次，群众满意度达
99%。 （策划撰稿/平宗）

新增公办园67 所 新增民办园3 所

新增学位16022 个

新增小学5 所 新增初中7 所

新增学位16221 个

义务
教育

新增普通高中4 所 新增学位5550 个
普通
高中

学前
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