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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落实教育规划纲要

海南篇

①

改革创新推进教育科学发展

□

相关链接

海南教育概况

截至

2011

年， 全省共有

幼儿园

1020

所 ， 在园幼儿

20.94

万人， 学前三年毛入

园率

53.7%

； 小学

2210

所

（不含教学点）， 在校生

76.6

万 人 ， 适 龄 儿 童 入 学 率

99.53%

； 初中

406

所， 在校

生

39.23

万 人 ， 毛 入 学 率

99.13%

； 普通高中

102

所 ，

在校生

16.85

万人； 各类中

等职业学校

96

所， 在校生近

17.15

万人； 高校

18

所， 在

校生

18.06

万人， 高等教育

毛入学率达

25.8%

。

□

图

说

亮

点

1.

教育投入大幅增长

2.

实施 “教育扶贫移民工程”

3.

补齐中职发展 “短板”

□

记者在基层

椰 风 海 韵 竞 扬 帆

———海南省贯彻落实教育规划纲要采访纪行

■

本报记者 翟博 王珺

刘见 俞水

碧海连天远， 琼崖尽是春。

海南， 中国的第二大宝岛。

1988年4月13日， 七届全国人大

一次会议正式批准设立海南省，

建立海南经济特区。 由此， 共和

国最年轻的省份和最大的经济特

区诞生了！ 自古便因孤悬海外而

被视为蛮荒之地、 瘴孽之隅的海

南， 开启了历史新纪元。

由于建省晚、 起点低， 海南

经济基础相对薄弱， 全省800多

万人口， 其中贫困地区黎族、 苗

族等少数民族就有100多万人。

建省初期， 不少农村学校、 教学

点的学生还在茅草棚上课。 弹指

一挥间， 24年来， 800多万琼州

儿女， 在海南省委、 省政府的带

领下， 在这片古老而又年轻的土

地上， 谱写了一曲曲教育的颂歌。

在中国教育发展的历史进程中，

创下了多个率先。

建省以来， 海南省委、 省政

府确立了“科教兴琼” 战略， 将

教育摆在了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把发展教育与环境保护作为改善

民生的第一工程。 千百年封闭落

后的海南岛， 终于迎来了大开放、

大发展的春天。

海南充分发挥改革开放“试

验田” 的作用， 在教育基础并不

雄厚的土地上， 敢闯敢试， 敢为

人先。 因地制宜在教育发展中大

胆探索与创新， 形成了富有海南

特色、 符合职教办学规律的“三

段式” 教育模式、 集团化办学和

“村官班”、 “巾帼励志班” 等办

学形式， 创造性地实施了“教育

扶贫移民工程” 等一系列独特的

“海南经验”， 在全国产生了较大

影响。

近日， 本报“贯彻落实教育

规划纲要·神州行” 采访组踏上海

南这座美丽的宝岛。 沐浴着椰风

海韵， 采访组一行深入海口、 儋

州、 昌江、 三亚等地， 感受着教

育改革为这座建设中的国际旅游

岛带来的生机与活力。

抓教育就是抓未来

2011年5月， 海南省统计局

统计监测中心利用计算机辅助电

话调查系统， 开展了教育发展状

况专项调查， 随机抽访了1200位

海南居民。 调查表明， 居民对当

前海南教育发展状况的总体满意

率为82.16%， 比上年同期提升

11.5个百分点。 其中超过九成居

民对政府九年免费义务教育、 中

职困难学生教育免补政策表示满

意； 超过八成居民对教育基础设

施建设、 师资队伍综合素质、 制

止教育乱收费表示满意； 超过七

成的居民认为教育质量有提高。

这样的调查结果令海南教育人

振奋不已。 这个中国最年轻的省份、

唯一的省级经济特区， 尽管起步晚，

但教育改革的脚步和着社会经济发

展的节拍， 显示出青年特有的活力

和不服输的劲头。 尤其是教育规划

纲要颁布后， 海南教育更是以前所

未有的速度和激情奔跑在改革发展

之路上。

教育与环境是海南可持续发展

的两大重要基石。 基于这种认识，

海南省委、 省政府高度重视教育，

明确提出把教育放在全局性、 基础

性、 先导性的位置上， 优先发展教

育。

对许多教育工作者来说， 2010

年7月是一段值得铭记的日子。 说起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闭幕后海南发生

的那些事， 海南省教育厅厅长胡光

辉记忆犹新。

会议刚结束， 时任省长罗保铭

和副省长林方略就在北京驻地酒店

召集海南省的会议代表， 研究如何

贯彻会议精神的有关问题； 返琼后，

时任省委书记卫留成和时任省长罗

保铭专门听取了省教育厅主要负责

人关于贯彻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

实施意见的汇报， 并迅速召开省委

常委会议和省政府常务会议， 研究

部署全省贯彻落实国家教育规划纲

要工作。

为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精神和国家教育规划纲要， 全面推

动海南省教育科学发展， 充分发挥

教育在实施科教兴琼战略、 人才强

省战略和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中的

基础性 、 战略性 、 全局性作用，

2010年12月， 海南省制定颁布了

《中共海南省委、 海南省人民政府关

于贯彻落实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

和发展规划纲要〉 的实施意见》。

胡光辉说： “实施意见对海南

教育的发展进行了定性描述， 不仅

绘制了发展的蓝图， 而且给出了清

晰而符合实际的发展路径及实现目

标所需的一系列保障措施， 突出了

抓贯彻、 抓落实、 抓实效的特点。”

为了确保实施意见符合实际，

时任省委书记卫留成、 时任省长罗

保铭和副省长林方略连续主持召开

多次专题会议研究海南教育重点、

难点和热点问题， 围绕学前教育

“入园难 ” 、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三年打好职教翻身仗”、 普通高中

教育学位扩展、 高等教育质量提高

等问题开展专题调研并提出对策。

2011年2月， 省委、 省政府召开

了建省以来规格最高的全省教育工

作会议， 时任省委书记卫留成在会

上提出： “教育的重要性再怎么强

调都不为过， 教育投入再怎么增加

也不多。” 全省教育工作会议和省

委、 省政府颁布的实施意见， 对海

南未来10年教育事业发展进行了全

面谋划和前瞻性部署， 明确提出，

到2015年教育发展主要指标达到全

国中等水平， 到2020年教育发展主

要指标达到全国中等偏上水平。

蓝图已绘就， 行动正当时。

全省教育工作会议召开后， 省

政府办公厅立即就实施意见进行任

务分工； 全省各市县党委、 政府相

继召开本市 （县） 教育工作会议；

教育部与省政府分别签署了 《加快

海南教育事业发展， 推进海南国际

旅游岛建设战略合作协议》、 《义

务教育均衡发展备忘录》， 承诺在

有关教育改革发展的政策、 项目、

资金、 人才等方面对海南给予倾

斜； 省教育厅编制了 《海南省教育

事业“十二五” 规划》、 《海南省义

务教育均衡发展规划》 等6个专项配

套规划； 省政府2011年10月启动对

市县政府教育工作督导评估工作，

把全省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和省委、

省政府的实施意见的贯彻落实列为

重要指标。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以来， 海南

省委召开了两次常委会议， 省政府

召开了三次政府常务会议， 分别研

究学前教育、 教育扶贫移民、 中等

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 “在短短

一年时间内， 省委、 省政府如此频

繁地召开最高决策层面的会议研究

教育工作， 这在海南教育发展史上

是不多见的。” 胡光辉告诉记者。

2011年9月， 省长罗保铭出任海

南省委书记。 4年前， 他担任代省长

时第一次调研即选择了教育， 4年

后， 作为新任省委书记， 他首次调

研的仍是教育。 他指出， 教育是海

南科学发展的根本基础、 根本大计，

省委、 省政府将保持发展思路不变，

投资力度不减， 继续全力提高教育

水平， 为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和科

学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省长蒋定之

上任伊始， 就召开专题会议研究理

顺桂林洋高校区管理体制和提高高

校生均公用经费标准等教育问题，

并强调“抓教育就是抓发展， 就是

抓进步， 就是抓海南的未来”。

省委、 省政府主要领导对教育工

作的高度重视和优先抓好教育的坚强

决心， 成为全省各级领导干部的表

率。 2011年底， 省政府出台了 《关

于进一步加大财政教育投入的实施

意见》， 在“十一五” 期间教育经费

总投入年均增长26.92%的基础上，

2011年全省教育经费总投入达到

175.98亿元， 实现了连续6年大幅增

长。

未来在创新中孕育

来自儋州农村的17岁女孩高学

琳， 本打算初中一毕业就外出打工。

这种算不上选择的选择几乎是几年

前海南农村女孩的宿命。 当海南经

济技术学校的老师去当地招生时，

这个有着明亮眼睛和黝黑皮肤的女

孩才知道自己还可以有更好的选择。

目前， 高学琳就读这所学校的酒店

服务与管理专业。 她兴奋地告诉记

者， 入校两年多， 不仅明白了很多

做人的道理， 还学到了不少专业知

识。 自己现在海口一家酒店顶岗实

习， 除包吃包住外， 每月还有1800

元的收入， 在自食其力的同时， 还

可补贴家用。

由于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 也

由于贫困的家庭经济条件， 在海南

农村， 约有60%左右的贫困家庭无

力也不愿家中女孩初中毕业后再继

续送她们读书。 海南经济技术学校

校长张毅生带领校领导班子成员经

过深入调研后认识到， 一个好母亲

会兴旺一个家庭， 提高农村女孩素

质就是为贫困家庭培养优秀母亲。

（下转第三版）

“教育是国计， 也是民生”， 自建省

办经济特区以来， 历届海南省委、 省政

府高度重视教育， 坚持优先发展教育。

特别是近年来， 省委、 省政府实施教育

兴琼和教育强省战略， 把海南教育提到

前所未有的高度， 放在突出、 优先、 重

点发展的地位， “十一五” 期间， 全省

教育投入年均增长近27%， 在全国率先

实行城乡义务教育全免费， 率先实行城

乡教师统一工资标准并将绩效工资实施

范围扩大到幼儿园、 普通高中和中职等

非义务教育阶段， 创新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模式， 实施教育扶贫移民工程， 为贫

困、 边远地区儿童提供优质教育资源，

创造了“三段式” 等中职教育模式， 顺

利实现“三年打好职教翻身仗”， 重点高

校建设成绩显著， 海南大学进入国家

“211工程” 高校建设行列， 全省教育事

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全省百姓得到了

实实在在的好处， 为海南经济社会可持

续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在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和全省教育

事业加快发展的关键时期， 国家教育规

划纲要的颁布实施， 为海南教育改革发

展指明了方向和目标， 围绕贯彻落实国

家教育规划纲要， 全省上下进一步凝聚

了优先发展教育的共识， 科学谋划海南

教育改革发展， 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海南教育事业发展， 我们的主要工作思

路是：

第一， 服务国际旅游岛建设需要，

优先发展教育。 海南是欠发达地区， 要

提高人口素质， 要挖“穷根”， 实现可持

续、 科学发展， 教育是根本基础。 海南

要建设国际旅游岛， 实现强岛富民， 教

育是根本大计， 是让人民群众共享国际

旅游岛建设发展成果的重要形式， 是人

民群众生活质量得到实质性、 根本性提

高的重要内容。 未来海南要在推进基本

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走在全国前列， 必

须要把教育作为改善民生的重点摆在更

加突出的战略位置优先发展。 围绕服务

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和提高教育公共服

务水平的总体目标， 省委、 省政府出台

了 《中共海南省委、 海南省人民政府关

于贯彻落实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

展规划纲要〉 的实施意见》， 召开了建省

以来规格最高的全省教育工作会议， 全

面谋划和部署未来十年海南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省政府与国家教育

部分别签署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备忘录和省部共建 《加快海南教育

事业发展， 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战略合作协议》， 为加快海南教

育发展争取到强有力的国家政策、 资金和项目支持。

第二， 突破海南教育的薄弱环节， 集中解决民生热点难点问

题。 “学有所教” 是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中排在首位的民生重点， 海

南百姓素有重视教育的传统， 随着经济社会和收入水平的提高， 老

百姓不仅希望孩子“有学上”， 更希望孩子“上好学”， 接受优质教

育。 针对当前海南民众普遍关注的“入园难”、 “择校热”、 优质教育

资源紧缺等教育热点难点问题， 近期我们集中力量重点抓三项工

作： 一是政府主导加快普及学前教育。 实施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

划， 建立学前教育联席会议制度， 启动推进公办乡镇中心幼儿园建

设工程， 2011年开工建设57所乡镇中心幼儿园， 2012年再建192所

农村幼儿园， 有序推进公办学前教育机构教师编制核定工作， 到

2012年秋季学期新增学位2.5万个， 到2015年全省每个乡镇至少建

成1所公办中心幼儿园， 使全省在公办幼儿园就读的幼儿人数达到

40%以上。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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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昌江县十月田镇中心幼儿园是一所功能齐全的农村公办中心园， 孩子们正在园内快乐地玩耍。 本报记者 张学军 摄 （资料图片）

深化科教结合 推进协同创新

提升高校科技创新能力

科技部教育部签署合作协议

本报北京

7

月

26

日讯 （记者 焦新）

科学技术部、 教育部“关于加强协同创

新提升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合作协议” 签

字仪式今天在京举行。 全国政协副主席、

科技部部长万钢，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出

席签字仪式并讲话。

万钢强调， 要深入贯彻落实胡锦涛

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关于科技工作的一

系列讲话精神， 深刻学习领会全国科技

创新大会精神， 准确把握中央对科技创新工

作的新部署新要求， 自觉贯彻落实， 积极推

动科教结合。

万钢指出， 经过近20年的发展， 科教结

合已取得了丰硕成果。 此次合作协议的签

署， 标志着两部推进科教结合、 协同创新迈

上了一个新台阶。他希望两部加强协同配合、

有效集成资源， 在新的起点上共同推动高校

科技创新能力进一步提升。 一要深入分析当

前要攻克的重点和难点， 大胆改革探索， 最

大限度激发科技人员的创新活力， 有效促进

人才流动和培养优秀青年人才， 为国家科技

和教育体制改革积累经验。二要统筹部署，形

成合力。在国家层面上对有关资源合理配置，

积极支持高校科技创新工作， 并鼓励和引导

高校参与创新体系的建设， 为国家经济社会

发展作出贡献。

（下转第三版）

（协议全文见三版）

“十一五”期间，海南教育经费总投入连续大幅

度增长， 年均增长率达26.92% ，2011年达到

175.98亿元； 预算内教育经费由2006年

的33.28亿元增加到126.79亿元，年均增

长率达30.67%。

自2008年起， 实施“教育扶贫移民

工程”， 共投入近14亿元建设24所思源学

校， 为贫困边远地区提供4.71万个优质学

位。

87.5%

117%

在校生从2006年的7.89万人增加到

2011年的17.15万人， 增长了117%。

从2012年春季学期起， 中职免学费

范围扩大到所有农村户籍学生， 受

益范围由2011年的29.9%扩大至今

年的87.5%。

近日， 本报 “改革创新推进教育科学发展 贯彻落实教育规划纲

要·神州行” 采访组深入海南各地学校采访。 图为采访组在海口机电

工程学校采访时， 与该校部分师生合影。 本报记者 张学军 摄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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