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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办公场所本月起对外招租，位于三
亚市迎宾路 145 号天际大厦 4 楼（整层 937
平方米），地段繁华，交通便利，整层出租，使
用率高，办公环境好，有停车场，随时看房，
价格面谈，有意向者请咨询卓先生。

联系人：卓先生
联系电话：13398989293
联系地址：三亚市迎宾路 145 号天际大

厦4楼

2021年 3月5日

办公场所招租

温馨提示：信息由大众发布，消费者谨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

资讯
广场 联系电话：18708985058 地址：三亚市天涯区解放四路 1085 号新闻大厦一楼广告运营中心

商讯众享，便民利民 （每周一至周五刊登）

■遗失声明 200元/条（超过50个字整条按字数5元/字）；
一个证（正本、副本）380元/条。注销公告 360元/条

广告咨询热线
0898-31885668

★三亚市天涯区塔岭村那亲小组遗失集体土地所有
证，证号：天涯集有(2003)字第005号，现声明作废。
★刘丹妍遗失三亚和鸿假日阳光 8号楼 309 房产契税
收据，房款收据号：05020464，金额：30000 元，现声明
作废。
★田志伟遗失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道路运输证正、副本，
运输证号:460200202883号，车牌号：琼BD08156,现声
明作废。

三亚埃拉特科技有限公司原注册资金人民币由壹
仟万元整减为壹拾万元整，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 45
天内向公司提出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遗 失 声 明 ★三亚火车头实业有限责任公司遗失公章一枚，现声
明作废。
★三亚苏恒建材销售有限公司遗失法人章一枚，现声
明作废。
★三亚泉健堂医药有限公司遗失财务章一枚，现声明
作废。
★三亚泉健堂医药有限公司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20006130301，现声明作废。
★三亚隆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460200000223609，现声明作废。

三亚隆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拟向三亚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45天内办理相关手续，
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三亚市国债券经营有限公司:
1995年我中心与三亚市国债券经营有

限公司通过国债回购方式,签订了金额2000
万元的国债回购合同。合同签订后我中心依
照约定,先后将2000万元划往三亚市国债券
经营有限公司指定账户,回购合同于1995年
元月 26 日到期后,你公司未及时还款,我中
心于2009年、2011年、2013年与你公司进行
过债权确认。截止目前所欠我中心债务余额
本金1500万元，利息1624.73万元。

望贵公司尽快筹措资金偿还对我中心的
欠款。

西安证券交易中心
2021年 3月9日

债权催收公告

探索集团化办学，沉寂的课堂活起来

吉阳教育“特色印记”跃升的“智慧密码”
本报记者 杨洋

“0%、21.4%、20%、35%。”这几个数
字深深地印在兰永更的心里，“这是2017
年至2020年榆红小学六年级学生的及格
率。”该校学生成绩的提升，主要归功于
吉阳区开展的集团化办学。

实施集团化办学以来，吉阳区教育成
绩喜人。

在丹州小学集团化教育资源共享下，
成员学校教学水平逐步提升，生源由之
前的严重不足发展到如今的学位难求；

在市第二小学集团的引领下，红庄小
学打造的晨读课程激发了孩子们对语文
课的喜爱，成为品牌特色课程；

市第五小学集团、市第十小学集团向
成员学校输出英语课、数学课等优势教
学课程，提升了成员学校教师教学能力；

月川小学的国学朗诵、南新小学的足
球课等特色品牌课程凝练出集团成员校
的特色化品牌……

从教师到学生，向上意识、竞争意识
愈发强烈。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
使，“走到哪，腰杆都是直的”。

3年来，吉阳区先后投入资金对辖区
薄弱学校、中小学校教学电子设备以及
多所幼儿园软硬件进行提升，使乡村学
校“弱小差”等现象得到改善，吉阳区城
乡教育一体化发展踏出坚实的步履；

天马行空的绘画、行云流水的书法、
心灵手巧的手工、声情并茂的朗诵……3
年来，吉阳区公益课堂的培训内容从 12
门增加到 20多门，多样化的课程设定为
学生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选择；

面对下午 4 点半放学后“放羊”的孩
子，吉阳区主动解除家长的后顾之忧，开
设“四点半爱心课堂”；

在规范化学校建设中，吉阳区省级规
范化学校达到 9所，占全市三分之一，为
三亚四区之首。

创新性地将集团化办学教育发展模
式延伸到学前教育领域。2021 年，吉阳
区又创新性地将集团化办学教育发展模
式延伸到学前教育领域。在充分参照中
小学集团化办学经验的基础上，将全区
74 家公（民）办幼儿园划分为 10 个教育
集团，以第二幼儿园、第五幼儿园等为龙
头的10所核心公办园通过树立集团化办
学目标，主动与成员园深度融合等，逐步
做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同步管理模式
共享，在办学理念、教育教学、队伍建设、
文化融合上共建共赢，全面提高分园办
园质量，让吉阳区家门口的“好学校”实
现从幼儿园至初中全阶段覆盖，真正做
到“学在吉阳，从幼教起步”。

成立教育系统大党委，覆盖吉阳区所
有中小学、幼儿园和培训机构，让“党建
红”激活“教育蓝”……

一个个政策的出台，使吉阳区搭起深
化教育改革的“四梁八柱”，方向也愈发
明晰：哪里是痛点、难点，哪里就是教育
改革的重点。吉阳区实行集团化办学
是勇于思想破冰，引领改革突围的一
个成功案例。市政协副主席、吉阳区
委书记陈跃表示，吉阳区要不断强化
党建引领，高标准抓好党建与学校工
作的深度融合，借“红色能量”内驱力
激发教育发展新动力，将规划、蓝图变
成时间表、路线图。吉阳区还要不断
出 台 新 举 措、研 究 新 方 法、开 辟新路
径，奋力在全市教育均衡发展、高质量
发展中立起标杆。

集团化办学是一个新鲜的事物，如
何实现由“松散”走向“紧密”？解放思
想、敢闯敢试、大胆创新是激活学校的

“内动力”。
“进行集团化办学体制改革，不是

简单地下发几份文件、走过场、喊口
号，而是要‘动真格’。”侯雪华说，吉阳
区制定了集团发展工作评价指标体
系，内容包括领导与管理、均衡发展、
质量提升等方面，集团各成员校捆绑
考核。同时，定期召开考评会，成绩多
次垫底的学校校长要公开检讨，“不换
思想、没有进步就换人!”

三亚市第二小学教育集团由三亚
市第二小学、荔枝沟小学、临春小学、
红庄小学、罗蓬小学组成。“几轮考核
下来，罗蓬小学成绩不理想，该校原校
长主动辞去职务。”三亚市第二小学教
育集团校长王迎春说。

2020 年，从三亚市第二小学到罗
蓬小学担任执行校长，孙令震扮演的
角色是“救火队长”。但是，他上任头
一周就碰了壁。“学生穿拖鞋到学校，
课堂氛围枯燥单调、师生互动积极性
不高。”孙令震旁听了几节课后有些哭
笑不得，“一节课讲下来，有的老师连
最基本的教学目标都没有搞清楚，怎
么能教好学生?”

组织罗蓬小学教师到三亚市第二
小学跟岗学习，集团派出指导团队对
罗蓬小学教师进行“一对一”评课，组
织学生开展口算比赛、英语口语大赛
……一段时间下来，罗蓬小学的师生们
都开了眼。

“没想到英语课还能这么上。”英语

老师杨桑一番钻研，改变以往的教学
模式，给课堂内容添加趣味性，引导学
生在课堂上大展身手。班上原来不敢
开口说英语的学生董雯伟踊跃回答问
题，沉寂的课堂“活”了起来。

为创新，吉阳区不计代价筑巢引
凤。

尽管对花出去的每一分钱，都是锱
铢必较，但花在教育上的钱，吉阳区从
未犹豫过。

建立全新的教育教学及教师管理
机制。在经费上，生均拨款和集团化
办学专项资金的使用权，下放到集团；
在人员上，集团有临聘教师的招聘权，
在编教师与临聘教师由集团根据各成
员校实际情况自主调配；在绩效工资
上，按每位教师每月发放900元的绩效
为标准，给各集团下发教师绩效专项
资金，绩效的分配由集团按照“能者多
得”的原则，对教师进行自主考核后再
定档，极大地调动了教师积极性。

当招聘权、教师调配权、绩效核定
权等权力真正下放到集团时，集团校
长的角色就有了转变，从一校之长变
成了一个集团的掌门人。在捆绑考核
的引导下，集团的“当家人”都在想方
设法把薄弱校盘活做强。

从农村到城市，在吉阳这片热土
上，“办好每一所学校，让每一个孩子
都能接受更均衡教育”的梦想正在实
现。吉阳区委副书记、区长顾浩表示，
吉阳区以创新的理念、务实的教研、合
作的态度，努力提升管理品质，探索集
团化办学初步呈现了“共享、共融、共
创、共赢”的办学效应。

在开展集团化办学之前，“动真格”走集团化办
学道路是基于什么考虑？

评价一个区域的教育质量，要看它的短板在哪。
摸清底数，夯实基础，就要创新。

一场“刮骨疗伤式改革”在吉阳区推行。
吉阳区教育局局长侯雪华说，3年前，吉阳区的教

育“最低分”令她感到忧心——在全区的公办学校中
竟然存在着多个班级甚至多所学校“及格率为 0”的
现象，且多发生在乡村地区。城乡教育质量差异大、
教育水平不均衡的突出问题，难以满足人民群众在家
门口“上好学”的愿望。

为了快速提升教育质量、促进城乡教育一体化提
升，吉阳区教育局到北京、浙江、山东、四川等教育先
进地区考察，最终决定走集团化办学道路。

选择了这条路，就意味着风雨兼程。
2017年底，吉阳区审视差距，依靠创新，着手探索

集团化办学体制改革，探索区域教研帮扶、校际传帮
带、“一拖三”等办学实践。

将全区34所公办中小学组建成8个教育集团，其
中小学6个学区，中学2个学区，实行分层帮扶的“1+
1+N”集团化办学发展模式。每个教育集团由三类学
校组成——核心学校、领办类成员学校、帮扶类成员
学校，松紧结合开展集团办学。集团内，各成员学校
接受核心学校的业务指导和统筹管理，3年为一个周
期，核心学校向成员学校派出管理团队，承担管理和
指导教学教研工作，集团学校之间实行领导流动、管
理互通、师资共享、质量共进等8项措施。

吉阳区副区长张晨说，“以优带弱，区域联动”的
集团化办学模式，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均衡配
置集团内的优质教育资源，引领共化管理理念、师资
培训、教育科研、经验交流等多种方式，带动集团成员
学校管理水平和教育教学质量的快速提升，实现优质
校带动薄弱校，提振乡村校园精气神；师资优势互补，
破解小学教师老龄化困局；城乡共同发展，实现优质
资源拓展与增值。

“2017 年，15 人；2020 年，273 人。”细数这几年学校回流的学生数量，三亚榆红小学校长兰永更对学校的发展充满了信心。这是吉阳区探索集团化办学，打造
“阳光课堂”成效明显的一个缩影。

今年海南省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将“培育海南学生‘特色印记’成为素质教育全国样板”列入“十四五”时期的主要目标任务。
创新，成为吉阳教育“特色印记”跃升的“关键变量”和“最大增量”。
2017 年 7 所及格率为 0 的学校全面消除，且优秀率大幅提升，实现跨越发展。
实施集团化办学以来，3 年时间，吉阳区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亮点令人目不暇接。
亮点，带来了什么？吉阳区各小学六年级学业水平监测平均提升 43.2 分，中招考试平均提升 77.1 分，多项综合考核居全市之首。除了“平均分”的提升，“最

低分”的短板也在逐步补齐——“及格率为 0”的现象消失了，优异的成绩让吉阳的家长喜出望外。
创新一子落，发展满盘活。在创新这个“第一动力”强大牵引下，吉阳教育高质量发展劲头十足。

谋创新，破茧成蝶教育之路有耐心为创新，焕发特色教育的普照之光有决心要创新，“刮骨疗伤式改革”有信心

阿富汗总统府 13 日确认，美国国务卿
布林肯日前致信阿富汗总统加尼，提出了一
份加快推动阿富汗和平进程的计划。这是
拜登政府上台以来首次提出较明晰的阿富
汗政策。

分析人士认为，美方加紧推进阿富汗各
方和谈，旨在尽早从阿富汗脱身，但由于阿
国内各方分歧依然较大，美方这一计划想要
成功并不容易。

美施压促和谈

据媒体披露，这份计划主要内容包括：
组建过渡政府以取代阿富汗现政府，由各方
代表分享权力，直至新宪法达成并举行大
选；成立联合委员会监督阿富汗停火事宜；
由联合国召集阿富汗问题国际会议，以达成
促进阿富汗和平的统一方案。

这是拜登政府为推动陷入僵局的阿内
部对话而提出的新建议。去年2月底，美国
特朗普政府与阿富汗塔利班签署和平协
议。美方承诺驻阿美军和北约联军士兵今
年5月前分阶段撤出；塔利班则承诺不允许
自身及其他组织成员利用阿国土威胁美国
及其盟友安全。协议还规定塔利班应从去
年3月10日开始与阿各方举行阿内部对话，

讨论永久性全面停火问题和阿未来的政治
路线图。由于塔利班和阿政府分歧巨大，阿
内部对话直到去年 9 月才开始在卡塔尔多
哈举行，但目前谈判陷入僵局。

阿富汗《喀布尔时报》总编辑哈米杜拉·
阿雷菲认为，美方新建议表现出美国急切想
从阿富汗脱身，撤军威胁也是为了逼迫阿富
汗政府加速和谈。兰州大学阿富汗研究中
心主任朱永彪则指出，阿富汗内部对话是美
国主导促成的，美方现在却提出让联合国出
面组织阿富汗问题国际会议，是在试图“甩
包袱”。

阿内部难接受

加尼 10日与阿民族和解高级委员会主
席阿卜杜拉、第一副总统萨利赫、第二副总
统达尼什等高官就美国新建议召开会议进
行讨论，但未就重大问题达成共识。阿富汗
总统府副发言人达瓦·梅纳帕尔 13 日在接
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确认，总统府日前收到
了布林肯给加尼的信件，但拒绝谈论信件内
容，也不愿说明阿总统府对信件内容持何种
态度。

不过，萨利赫此前对布林肯的信件回应
说，阿政府不会因该信件而改变对于和平的

立场，在宪法和人民选举权问题上绝不会妥
协。他还表示，阿富汗有必要实现和平，但

“不是任人摆布的和平”。加尼也强调，不会
为过渡政府让路，任何权力移交都必须依照
宪法经由选举决定。

塔利班方面也对美方提议给出了否定
回答。塔利班领导人本月早些时候会晤美
国政府阿富汗和解事务特别代表哈利勒扎
德时表示，塔利班不会加入过渡政府，并且
反对举行国际会议解决阿富汗问题。

朱永彪说，对阿富汗政府来说，组建过
渡政府就要和塔利班分权，这是无法接受
的；而塔利班一贯不承认阿富汗政府，认
为其是外国傀儡，自己才是合法政权，参
加过渡政府就意味着与自己反对的对象

“同流合污”，将有损自身政治基础与合法
性。

阿富汗政治分析人士穆罕默德·查希
尔·阿克巴里说，美方新建议在阿富汗政治
家乃至民众中引发反感，认为美国将阿富汗
政府和阿富汗人民边缘化。

前景不确定

拜登政府目前在撤军问题上持模糊立
场。布林肯日前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外

交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尚未排除5月前从
阿富汗撤出全部美军的可能。美国参议院
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民主党籍参议员梅嫩
德斯9日则说，由于塔利班没有满足在和平
协议中做出的承诺，因而需要重新考虑美国
撤军的时间表。

分析人士指出，阿富汗政府在军事上对
塔利班处于弱势，一直不希望美军完全撤
离；塔利班则一直将外国军队撤出作为目
标，不愿美军一直留在阿富汗。美方在撤军
问题上保持模糊，是为了对两边施压，逼迫
其接受自己的提议。朱永彪认为，从实际情
况看，美国在5月前全部撤军的可能性其实
很小。

塔利班发言人扎比乌拉·穆贾希德日前
表示，如果美国寻求在多哈对话之外的替代
方案，“将注定失败”。

阿雷菲也说，阿政府虽然对美国建议不
满，但在美国的压力下，他们只能按其要求
加快与塔利班的和谈进程。但双方即使达
成和平协议，这种协议也很脆弱，很容易被
打破，引发新的冲突。

有分析人士指出，阿和谈双方未来或都
将继续坚持边打边谈的策略，实现真正和平
仍然很遥远。

（新华社喀布尔3月14日电）

遭遇反对
美国阿富汗新政策前景不明

新华社记者 史先涛

北京多区启动60岁以上老人
新冠疫苗接种工作

据新华社北京3月14日电（记者 侠克）记者日
前从北京市疾控中心了解到，北京市西城区、丰台
区、朝阳区等区已经开始为部分有接种需求、且身体
基础状况较好的60岁及以上老年人接种新冠疫苗。

“身体基础较好，没有其他疾病的均可接种。如
果有严重心脑血管疾病或肝肾方面疾病，则不建议
接种。”北京市丰台区卫健委主任刘婉莹说，对于患
有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的老年人，能否接种取决
于控制情况。如果老年人对自己的健康管理较好，
身体的各项机能和指标正常，则可以接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