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日上午，政协委员们

实地考察了南海双语实验学

校和南海实验学校。

“这些年，南海教育事业

屡获佳绩，高考成绩连续 11
年创造历史新高，真是令人

欣喜。”

“南海有中小学 200多

所，幼儿园 400 多所，学生

总数超50万人，这么庞大的

体量，教育品质仍保持在全

省前列，可见背后付出了多

少心血。”

在前往视察学校的路

上，政协委员们热烈交谈着，

对南海教育高质量发展充满

期待。

第一个视察点是位于里

水 镇 的 南 海 双 语 实 验 学

校。该校创办于 2020年 9
月，是由南海区、里水镇两

级投资 9.4 亿元联手打造

的一所九年一贯制全寄宿

实验学校，是广东省石门教

育集团成员校之一。学校

占地面积 230亩，建筑面积

约 168000 平方米。“学校

的师资力量如何？”“可以容

纳多少名学生就读？”……

视察组一边看，一边详细了

解学校建设、教学环境、师

资配备等相关情况。

正在按计划“开足马力”

施工建设的南海实验学校，

是视察组另一个视察点。南

海实验学校是南海区委、区

政府高标准打造的公办区直

属十二年一贯制学校，占地

面积 300 亩，总投资约 15
亿元，设小学、初中、高中共

126个教学班，可容纳学生

超过 6000人。丹灶镇党委

书记张应统对该校充满期

许：“学校的办学定位是‘对

标深圳实验学校，再造一间

石门中学，成为广东省一流

名校’，这是南海办学模式的

全新尝试。”

“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

利，师资队伍强，南海教育高

质量发展未来可期。”每到一

处，政协委员无不发出感叹。

实地视察2所实验学校

看发展

珠江时报讯（记者/区辉成）

今年高考，来自南海区九江镇的

两名石门中学优秀学子覃锦瑶、

孙鹏以优异的成绩被北京大学

录取。为了鼓励他们继续努力

学习，发扬拼搏精神，近日，九江

乡贤关杰初、吴绮兰伉俪登门探

访两名优秀学子，并向他们各送

上10万元奖励金，勉励他们树

立宏大志愿，日后为国家作贡

献，为家乡争荣誉。

登门探访优秀学子
在覃锦瑶家中，关杰初、吴

绮兰伉俪向其送上10万元奖励

金和一台平板电脑，并勉励她要

树立宏大志愿，学有所成后更多

地回报国家。

据了解，覃锦瑶以广东省

历史类总分第二的成绩，成为

佛山市两名高分屏蔽生之一，

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同时向她

伸出了橄榄枝，最终她选择了

北京大学。初中毕业于儒林中

学的覃锦瑶，就读初中期间学

业优秀。2018年中考，她以优

异成绩进入石门中学有为班。

“通过拼搏和努力，最终达

成目标，考上理想的大学，我们

为你而自豪。”在孙鹏家中，关杰

初、吴绮兰伉俪向其送上10万

元奖励金和一台手机。关杰初

说，物质上的奖励只是一点心

意，他勉励孙鹏继续发挥不屈不

挠的拼搏精神，遇到挫折、困难

不退缩，立志做一名有抱负的科

学家，报效国家，回馈社会。

“在北京大学学习过程中，

要多跟老师和同学交流，及时发

现自己的不足，并学习他人的长

处。”临走时，关杰初与孙鹏互相

添加了微信，并叮嘱孙鹏在日后

的学习和生活中要保持自信，自

强不息。

累计捐资过亿元
一直以来，九江镇尊师重教

氛围浓厚，崇德向上之风浓郁，

教育基础设施不断改善,教育教

学质量逐年提升,每年中高考成

绩亮眼，教育事业呈现出积极向

上的发展态势。除了关杰初、吴

绮兰伉俪向覃锦瑶、孙鹏送上奖

励金外，由关杰初、吴绮兰伉俪

支持成立的九江镇儒林教育发

展基金会，也将给予两名优秀学

子各10万元奖励，勉励他们继

续努力学习，日后用实际行动回

馈社会。

上月底，九江镇举行慈善公

益捐赠签约暨九江慈善会儒林

教育、仁爱医疗发展基金启动仪

式。当天，关杰初伉俪与九江镇

签署慈善公益捐赠协议，承诺

10年共计捐赠2亿元。

作为九江镇杰出的企业家、

乡贤，关杰初伉俪一直心系桑

梓，热心家乡的教育、医疗等事

业。据不完全统计，关杰初伉俪

捐资累计过亿元，如捐建上西西

山文化楼、支持九江医院软硬件

发展、教育事业帮扶、困难群众

救助以及防疫开支等，为经济社

会和谐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据悉，疫情发生后，关杰

初、吴绮兰伉俪积极响应政府

倡议，2020 年共捐赠资金及

物资超 261 万元。从去年至

今，他们在医疗卫生方面已捐

资超 2700万元，为南海区第

九人民医院购置了先进的医疗

设备，并对奋战在抗疫一线以

及提供优质医疗服务的医护人

员给予奖励。今年疫情期间，

关杰初伉俪也捐赠了 280 万

元爱心慰问金，助力疫情防控

工作。

■九江乡贤关杰初、吴绮兰伉俪登门探访被北京大学录取的优秀学

子覃锦瑶。 (学校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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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乡贤关杰初、吴绮兰伉俪登门探访两名被北京大学录取的优秀学子

每人奖10万元 激励学子成长成才 珠江时报讯（记者/区辉成)

7月20日，广东2021年普通高

考本科批次正式投档录取，预计

于7月24日结束，随后将对尚

未完成招生计划的本科院校专

业组进行征集志愿。省教育考

试院方面表示，今年高水平大学

继续受到追捧，省内热门高校持

续“火爆”，投档分高企。

今年广东普通高考本科批

次共投出考生 290956人，其

中，普通类（历史）投出77307
人，普通类（物理）投出189102
人，体育类投出4814人，音乐

统考投出3396人，美术统考投

出 14534人，舞蹈统考投出

815人，广播电视编导统考投出

709人，书法统考投出279人。

从投档情况来看，主要呈现

四大特点。首先是高校生源充

裕，考生志愿均衡。今年，广东

省本科普通类不再设高优投档

线，所有考生、所有本科高校专

业组实行一次性投档，共设置

45个平行志愿。从投档情况

看，各类型本科院校生源充足，

绝大部分院校均一次性满档，其

中，体育统考、书法统考满档率

100%，普通类（历史）、普通类

（物理）和美术统考、音乐统考满

档率均超过98%，仅部分招生

数较大的民办院校和收费较高

的院校专业存在缺额，充分反映

了广东省新高考实行“院校专业

组”投档方式后，考生填报志愿

更加合理、均衡，志愿适配度和

满足率进一步提高。

其次是高水平大学受青睐，

主动增加招生计划。今年高水

平大学继续受到追捧，考生报考

热情高涨，生源情况理想。因应

考生志愿情况，清华大学、北京

大学等多所高校在本科批次普

通类模拟投档后，在广东省共追

加了36个招生计划。

第三，省内热门高校持续

“火爆”，投档分高企。从省内高

校来看，院校满档率高，往年的

热门高校今年持续火爆，投档分

远超本科批次录取最低分数线，

如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院校

专业组普通类（历史）、普通类

（物理）最低投档线分别为612
分、650分；中山大学院校专业

组普通类（历史）、普通类（物理）

最低投档线分别为615分、629
分；华南理工大学院校专业组普

通类（历史）、普通类（物理）最低

投档线分别为605分、615分。

第四，民办院校、独立学院

生源质量不断提升。经过多年

办学积累，民办院校和独立学

院的办学水平和教学质量不断

提升，毕业生就业率高，社会认

可度持续提高，吸引了越来越

多的考生填报，院校投档线普

遍较高，尤其是一些办学基础

较好的院校。

广东高考本科批次录取正式投档

省内热门高校延续火爆势头

南海区政协开展专题视察，政协委员围绕推动南海教育高质量发展积极建言献策

加速布点建设学校 促进教育均衡发展
“南海作为制造业

大区，建议提速职业

教育发展适应制造业

需求。”“师资力量作

为南海教育高质量发

展的关键，建议南海

不惜代价培养教师，

吸引名校教师来南海。”……围绕推动南海教育

高质量发展的主题，7月 21日，南海区政协组织

委员开展专题视察，政协委员们纷纷建言献策，

助力南海先一步、高一层布局教育资源，办好人

民满意的教育。

教育一直是政协委员关

注的焦点。视察 2所实验学

校后，专题视察座谈会召开，

政协委员从自身领域出发，为

南海教育高质量发展建言献

策。

“现在大部分学生的目标

是考大学，很少有学生或者家

长的观念是希望孩子学一门

技能，但其实现在技术型人才

走入职场很吃香，制造业企业

对技术型人才十分渴求。”南

海区政协常委、蒙娜丽莎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总裁萧礼标从

制造业的角度出发，建议南海

在各镇街加大力度、速度布点

建设优质学校，使全区整体教

育均衡发展，这也将成为南海

制造企业招揽人才、留住人

才、聚集人才的优势之一。

此外，萧礼标希望相关高

校及职业技术学校增设制造

业有关课程，让学生真正了解

和认识当前先进制造业的就

业前景和发展空间，消除对从

事 制 造 业 工 作 脏 和 累 的 偏

见。同时，联合开设订单班，

让企业参与人才培养的过程，

有利于培养更符合企业需求

的人才。

南海区政协委员、佛山市

瀚文外国语学校校长黄新古

认为，未来五年内，佛山的民

办教育将面临大洗牌，在摇号

政策下，民办学校需要有自己

的教育特色，尤其是南海教育

发展到今天的高度，未来要突

破天花板，南海要加大投入培

育优质的教师队伍，吸引全国

顶尖的名校教师来南海，提高

南海教育教学水平。

南海区政协委员、华南师

范大学职业教育学院副院长

李娅玲也认同要加强师资队

伍建设，她表示，南海区共有

16855名教师，大专以上学历

专任教师占 96.4%，本科以上

学历专任教师占 81.4%，但研

究 生 学 历 专 任 教 师 只 占

5.6%。因此，她围绕师德师

风建设常抓不懈，以教师学历

提升促品牌教育建设，以校本

研究促职称晋升，以中小学名

教师、名校（园）长、名班主任

引领促南海教育发展，以访学

促教师专业发展等多个方面

提出了建议。

为教育高质发展建言献策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南海一直

把教育摆在重要的位置，先后获得

“全国教育改革示范区”等6个国家

级荣誉称号以及省首个教育强市

（区）、7个镇（街道）全部获评省教育

强镇等多个金字招牌。

南海区教育局局长张苑发介绍

南海教育成绩单的同时，也抛出南

海学位相对紧张、临聘教师队伍比

例偏高等当下面临的问题，表示这

是挑战也是机遇。

据悉，未来5年，南海计划完成

新改扩建南海实验学校、石门中学

佛山西站校区、石门中学扩建改造

工程、南海中学扩建工程等建设项

目共14个，新增高中阶段学位约1
万个；计划完成义务教育学校新建

项目25个，改扩建项目51个，增加

学位7.7万个。

针对政协委员现场提出的意见

和建议，南海区副区长冼富兰回应，

南海区制定了职业教育扩容、提质、

培优三年实施方案，将组建一个“产

教联盟”，为南海产教研服务。同

时，南海教育将坚持党建引领高质

量发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加快

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统筹

教育事业改革发展与安全稳定等方

面发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她

表示，对于政协委员们提出的意见

建议，区政府及相关部门将高度重

视、认真梳理研究，努力把调研视察

成果转变为工作成果，欢迎政协委

员继续多提宝贵意见。

南海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唐

棣邦表示，教育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希望政协委员一如既往履行好职

责，提出更多宝贵意见和建议，合力

为南海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智

慧和力量。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文/珠江时报记者戴欢婷

通讯员 叶宁邹永榆

图/珠江时报记者黄永程

献良策

鼓干劲政协委员金点子

“南海相关高校及

职业技术学校可增设

制造业有关课程，让学

生真正了解和认识当

前先进制造业的就业

前景和发展空间，消除

对从事制造业工作脏

和累的偏见。”

南海区政协常委、蒙娜丽莎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未来五年内，佛山

的民办教育将面临大洗

牌，在摇号政策下，民办学

校需要有自己的教育特

色，尤其是南海教育发展

到今天的高度，未来要突

破天花板，南海要加大投

入培育优质的教师队伍。”

南海区政协委员、佛山市

瀚文外国语学校校长

“通过师德师风

建设常抓不懈、以教

师学历提升促品牌教

育建设、以校本研究

促职称晋升等方面，

促进南海教育高质量

发展，继续擦亮南海

教育品牌。”

南海区政协委员、华南师范

大学职业教育学院副院长

萧礼标 黄新古 李娅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