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海口将组建10个教育集团
海南华侨中学教育集团
总校：海南华侨中学 成员校：海口市海联中学、海口市龙桥学校

海口市第一中学教育集团
总校：海口市第一中学 成员校：海口市石山中学、海口市永兴中学

海口市琼山中学教育集团
总校：海口市琼山中学 成员校：海口市琼山区龙塘中学、海口市琼山区云龙初级中学

海口市滨海第九小学教育集团
总校：海口市滨海第九小学 成员校：海口市琼华小学、海口市龙华小学城南校区

海口市第二十五小学教育集团
总校：海口市第二十五小学 成员校：海口市新埠中心小学、海口市琼山区红旗镇中心小学

海口市港湾小学教育集团
总校：海口市港湾小学 成员校：海口市琼山第十小学、海口市琼山第十一小学

海口市第二十七小学教育集团
总校：海口市第二十七小学 成员校：海口市永庄小学、海口市永兴中心小学

海口市海燕小学教育集团
总校：海口市海燕小学 成员校：海口市高坡小学、海口市苍西小学

海口市琼山椰博小学教育集团
总校：海口市琼山椰博小学 成员校：海口市琼山第九小学、海口市琼山第十二小学

海口市英才小学教育集团
总校：海口市英才小学 成员校：海口市第三十四小学、海口市演丰中心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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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报7月
20日讯（记者黄婷实习生吴祖杭）近日，海

口市教育局印发《海口市中小学集团化办学

工作方案》，明确坚持“协同发展、多元发展、

内涵发展、开放发展”的原则，推动全市中小

学集团化办学，办好每一所“家门口的学校”，

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方案》指出，以优质学校为教育集团总

校，分批组建教育集团，培育一批管理规范、

特色鲜明、社会认可的优质学校。2022年组

建10个教育集团。到2025年，力争培育组

建30个教育集团，全市纳入集团化办学管理

的中小学校占比达到50%。

《方案》指出，将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和

办学方向，将党建工作贯穿集团化办学的全

过程；建立科学有效的集团规章制度，健全组

织管理和运行机制，完善议事规则和决策程

序。教育集团运行原则上3年为一周期。优

化办学机制，教育集团实行市（区）教育局党

组领导下的总校长负责制。

同时，实现双向交流。优化人员调配，集

团内干部教师双向交流任职任教。集团总校

发挥人才资源和办学优势，选派干部教师到成

员校任职任教，定期组建专家团队进行教学指

导。成员校派出学科教师到总校跟岗学习，提

升教育教学水平。

此外，实现资源共建共享。在办学理念、

管理制度、课程资源、教学安排、集体备课、联

合教研、教师培训、招生管理、考试管理、综合

素质评价、研学实践、艺体活动、教育信息化

等方面实现共建共享。

《方案》指出，2023年至2025年，继续组

建一批教育集团，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

根据《方案》，各区政府，教育、编办、财

政、人社等各部门要落实责任、强化保障、统

筹推进。教研部门要发挥业务优势，指导集

团学校联合教研、教师培训等工作。教育督

导部门完善教育集团督导评估机制和考核评

价机制，确保集团化办学成效。

集团化办学将发挥总校辐射带动作用，

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共建共享，带动成员校提高

教育教学质量，促进教育集团整体提升办学品

质，同时保留各校特色，各美其美，提供更多优

质学位，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需求。

海口今年将组建10个中小学教育集团
2025年力争增至30个，纳入集团化办学管理的中小学达50%

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报
7月20日讯（记者黄婷实习生吴祖杭）
记者从7月20日海口市教育局举行的媒

体见面会上获悉，与去年相比，今年海口

义务教育招生新增4所学校，分别是：海

口市东岸小学、海口市新埠小学（滨海九

小新埠分校）、海口市新埠中学（海南侨中

新埠分校）、龙华区金宇学校初中部。另

外，需要注意的是，今年海口乡镇学校招

生首次纳入“海口市中小学新生入学服务

平台”，须统一线上报名。

海口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科长赵晖

介绍，2022年，海口市小学一年级计划招

生833个班39925人。其中，城区公办小

学85所（学校、校区），计划招生585个班

28990人。乡镇小学计划招生109个班

5050 人，民办小学计划招生 139 个班

5885人。

全市初中一年级计划招生746个班

36560人。城区公办初中46所（学校、校

区，含省属、民办学校免费生）计划招生501

个班24850人。乡镇初中计划招生111班

5550人，民办学校计划134个班6160人。

据介绍，今年海口义务教育招生入学

条件基本保持稳定性和延续性。公办学

校入学条件与2021年保持一致。民办学

校在海口市范围内招生，招收具有海口市

户籍或持有效期内的《海口市居住证》的

适龄儿童少年。入学程序不变，按照网上

申请入学、信息审核、公示名单、新生报名

注册等程序入学。学校采取线上审核和

线上复核两种形式进行入学信息审核，坚

持非必要不线下原则。

赵晖介绍，教育部门根据学位供给、

户籍、住房和合法稳定就业等情况，积极

稳妥推进以单校划片为主，单校划片和多

校统筹相结合的入学方式。符合入学条

件人数少于学校招生计划时，原则上以单

校划片接收入学；符合入学条件人数超出

学校招生计划的，采取单校划片和多校统

筹相结合的办法，以随机派位方式确定入

学名单，未能在划片学校入学的，由教育

部门统筹安排到周边有富余学位的学校

入学，依法保障符合入学条件的适龄儿童

少年接受义务教育。

据了解，今年乡镇学校报名形式发生

变化。申请人也须登录“海口市中小学新

生入学服务平台”申请学位。如学生监护

人不熟悉相关操作使用，可携带有关材料

到乡镇招生学校咨询，由各学校指导协助

进行网上登记报名。乡镇学校要应收尽

收，用足公办学位。

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报7
月20日讯（记者黄婷实习生吴祖杭）各位

家长注意了，海口暑期“官方带娃”来了。

7月25日至8月19日期间，共13所小学、幼

儿园提供暑期托管服务。7月21日至23日，

家长可拨打托管学校咨询电话，根据学校要

求进行报名。

1.托管对象：有需求的小学生、幼儿自愿

报名

主要面向暑期有托管需求的小学生和幼

儿，由学生家长自主自愿报名参加。

2.托管时间：7月25日至8月19日

2022 年 7 月 25 日至 8 月 19 日（工作

日）。每天托管时间段为：上午8:00-11:

30，下午14:30-17:30。具体时间由学校结

合实际自行安排。

3.服务内容：基础看护为主，有条件的可

提供午餐午休

海口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科长赵晖介

绍，暑期托管服务以基本看护为主，学校可丰

富托管服务内容，有效开放教室、图书室、运

动场馆等资源设施，组织开展科技、文体、阅

读、实践、劳动、拓展等多种特色活动。有条

件的学校在确保安全健康的情况下，通过学

校食堂、第三方集中供餐等方式，为有需求的

学生提供午餐午休服务。

4.托管费用：每生每课时2.4元，校外机

构提供的服务不超过每生每课时5元

赵晖表示，暑期托管服务参照课后服务

相关政策筹措经费。根据《关于我省义务教

育阶段课后服务收费有关事项的通知》（琼发

改收费〔2022〕22号）文件精神，暑期托管服务

费按每生每课时2.4元的标准收取。校外机

构提供的托管服务不超过每生每课时5元。

坚持“家长自愿、据实收取、及时结算、定期公

布”的原则，由学校财务部门统一收取。提供

午餐服务的，由家长自愿选择并承担费用。

5.报名方式：拨打各校电话报名

报名时间：7月 21日至 23日（上午 8：

30－12：00，下午14：30－17：30）。

海口义务教育招生新增4所学校
乡镇学校也要网上报名

张老师
郑老师
罗老师
陈老师
古老师

托管学校和咨询电话

秀英区

1
2
3
4

龙华区
2

2

琼山区
135
90

美兰区

区域 序号 托管学校 开设
班数

服务学
生人数 联系人 咨询电话

13876070075
68727615
13876957489
13876669710

4
3
3
3

180
90
135
90

田老师
魏老师
林老师
王老师

五源河学校
五源河幼儿园（分园）
海口市秀英区康安学校
海口市秀英区星河幼儿园

5

6

海口市第二十六小学

海口市滨海中心幼儿园八灶分园

80

60

祁老师 15008026977
莫老师 13876268769
张老师 18708974619
陈老师 13637561773

7
8

琼山东门第一小学
琼山幼儿园蒙爱特分园

3
3

韩老师 18976303619
王老师 15289951051

9
10
11
12
13

海口市美兰实验小学
海口市英才小学滨江分校
海口市第九中学小学部
海口市美兰区中心幼儿园
美兰区白沙门幼儿园中海分园

3
3
2
3
3

135
135
90
90
90

13215871547
13016297695
18976889271
13700423280
18789694413

海口暑期“官方带娃”来了
7月25日至8月19日，13所小学、幼儿园提供托管服务

海口市教育局提醒，家长可在报名期间（上午8：30－12：00，下午14：30－
17：30）拨打托管学校咨询电话，根据学校要求进行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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