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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4月4日讯 （记者陈
蔚林）随着气温回升，汛期即将来临，
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近日，省教育
厅再次发声，要求各地各校把防范学
生溺水作为学校安全工作的重中之
重抓紧抓实；呼吁社会各界形成合
力，切实保障学生生命健康安全。

一直以来，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
防范学生溺水工作，省委书记刘赐贵、
省长沈晓明、副省长王路等省领导多
次对此作出指示批示和部署安排。
省教育厅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
和教育部有关工作要求，由主要负责

同志带头实地调研、分析研究海南学
生溺水事故的特点及规律，研究制定
防范学生溺水的有效措施，通过早部
署、多强调、勤督查，坚决防范发生学
生溺水事故。

与此同时，我省还通过出台相关
文件、完善防范中小学生溺水工作机
制、普及中小学生游泳教育、建设应
急演练基地进行体验式防溺水综合
演练等方式，多措并举为防范学生溺
水工作不断“加码”，取得预期成效。
据统计，2019年，海南中小学生溺亡
人数比上年下降28.6%。

省教育厅要求，各市县政府要
将防止学生溺水工作摆到突出位
置，高度重视、认真部署，加强统筹
协调、加大工作力度，有效建立“横
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网格式防范工
作体系，确保学生溺水死亡事故得
到有效防控。

各市县教育局、各学校要进一步
强化责任意识、风险意识，由党政主
要负责人亲自研究部署、亲自带队检
查、亲自抓好落实，把防范学生溺水
当作一场持久的攻坚战来应对；要充
分利用媒体平台、线上教学、“开学第

一课”等载体，向教师、家长、学生广
泛深入地宣传防溺水知识。

省教育厅、省政府教育督导室将
对各地、各部门、各学校的相关工作
落实情况进行督查，对工作落实不力
的单位通报批评，对工作落实不力造
成重大事故的单位，将厘清事故责
任，对相关责任人启动问责。

同时，省教育厅提醒广大家长，
比起溺水之后的亡羊补牢，从根本上
杜绝溺水的隐患才是关键。家长一
定要对孩子的行踪做到“四知道”：知
去向、知同伴、知归时、知内容。此

外，带孩子下水时，家长除了给孩子
准备好游泳圈和救生衣，更要时刻盯
紧孩子，千万不可站在孩子伸手够不
到的地方。平时在家，家长也要注意
给家中的蓄水容器盖上盖子，让孩子
远离盛了水的脸盆和水桶等。

省教育厅还向社会各界发出呼
吁，如果发现有未成年人在没有监护
人在场的情况下，私自在河边、水库、
池塘等地戏水、玩耍，请一定要及时
制止，并帮助他们及时联系监护人或
学校，共同打造防范学生溺水的“救
生圈”。

●遇到溺水人员不要惊慌，不熟悉水性、水下情况不明时，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要及时呼救并拨打110。
水性不好的人千万不可手拉手进行救助，可能引起更多人落水溺水。

●迅速救上岸：最好从背部将落水者头部托起，或从上面拉起其胸部，使其面部露出水面，然后将其拖上岸。
●清除口鼻堵塞物：让溺水者头朝下，撬开其牙齿，用手指清除口腔和鼻腔内杂物。
●人工呼吸：对呼吸及心跳微弱或心跳刚刚停止的溺水者，迅速进行人工呼吸，同时做胸外心脏按压。
●脱下外套：如果溺水者身上穿着外套，要尽早脱下，湿漉漉的外套会带走身体热能，产生低温伤害。
●经现场初步抢救，若溺水者呼吸心跳已经逐渐恢复正常，尽快送溺水者去医院。

本报海口4月4日讯（记者计思
佳）根据省教育厅要求，我省高三、初三
年级将于4月7日正式开学。作为同时
拥有3个校区及宿舍、食堂、宿舍、图书
馆、游泳馆等多个公共场所，并且涵盖
寄宿、走读等多类学生的海口市第一中
学，疫情防控情况复杂、任务繁重。日
前，该校建立了学校、班级、师生员工和
家长的四维防控工作体系，严格实行分
类管理，确保安全有序顺利开学。

3月30日15时30分，海口一中高
中部开学疫情演练准时开始。当天，

“学生”全部由参与演练的教职工扮演，
大家持证件、测量体温后入校，来到教
学楼。该校每栋教学楼一楼的架空层，

都安装了人脸测温一体机。当有人靠
近机器，相隔半米内，机器就可以自动
测温，1秒内用语音报出体温。一旦发
现体温异常，机器会立即报警。

“学校大门是第一道安全防线，我
们必须要确保没有体温异常者进入学
校。”海口一中高中部副校长莫秋莲介
绍，学校已对返校全体师生，以及物
业、宿舍、食堂等第三方购买服务部门
人员的健康状况进行多次全面摸排，
掌握所有返校人员14天内的健康状
况和其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出行情
况，确保精准排查全覆盖。

海南日报记者跟随“学生”按照路
线指引进入教室，看到原本坐了50多

人的教室只放了30多张课桌。学生
们实行单人单桌，每张书桌间隔1米
以上。“为降低教室人员密度，减少交
叉感染的风险，学校按照教育部门的
倡导，开学后对高三、初三年级实行小
班化教学，把原本50多人的班级拆分
为A、B两个班。”海口一中高中部教
务处负责人黄志林表示，若初一、初
二、高一、高二年级于4月13日正式
开学，这种教学模式只会持续一周。

在用餐环节，海口一中实行错时
就餐，按照每批6个至7个班级，根据
不同时间前往食堂用餐。海南日报记
者看到，该校食堂餐桌上摆好了班级
名牌，并且根据桌椅颜色划分了区域，

能够让学生迅速找到自己的对应班
级。师生排队取饭和吃饭时每人都要
间隔1米，且保持同一方向。

同时，海口一中按照寄宿学生、走
读学生、走读租住学生制定了分类管
理机制。高三年级学生原则上全体集
中寄宿，每间宿舍安排6人住宿，实行
封闭式管理，宿舍每日消毒3次。初
三年级基本为走读学生，学校主动会
同公安部门和社区加强管理，密切与
学生家长的沟通联系。此外，对校外
租住的师生员工、第三方人员情况进
行摸底，做好动态管理和登记。

在校园内部，海口一中实行划区
划片管理机制。教学楼、图书馆、实验

楼、体育馆等人员密集场所，实行人流
量限制。图书馆只提供借阅服务，不
在馆内阅览，游泳馆也暂不开放，以最
大限度减少人员聚集。同时，学校明
确了操场使用规范，各班要错开运动
时间，控制每次操场上锻炼的班级不
超过3个，确保学生能够积极训练、全
力应考、锻炼身体、增强体魄。

海口一中还提前做好了疫情防控
物资储备，包括2.1万个口罩，618瓶
消毒液，1024瓶洗手消毒液，460瓶
消毒酒精等。该校初三年级教务处相
关负责人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该校将
继续完善细化防疫措施，为复学复课
提供保障。

海口一中建立四维防控工作体系，分类管理做好精准防控

班级“一分为二”校园“划片管理”

■ 李豪杰

在一个个溺水事故的背后，是
一个个家庭的无尽痛苦，也是给社
会敲响的一声声安全警钟。

所有事故的发生，都与责任防
线的失守、安全职责的疏忽密切相
关。家长是孩子健康成长的第一责

任人，这个责任不只在教育上，也在
陪伴上，疏忽不得、大意不得。学校
要坚决承担起孩子在校期间的安全
监管职责，开展一些扎实有效的安
全教育活动，与家长共同筑起安全
防线。地方政府要把严防溺水事故
发生作为一项政治责任，特别是加
强重点水域和危险路段的安全管

理，设置警示牌、防护栏，及时发
现、提前消除安全隐患。只有社会
各方严肃认真地负起责任，才能把
安全之弦绷得更紧，防护之网筑得
更牢，才能把溺水事故发生的可能
降到最低。

绷紧安全之弦，不仅要在防护
上下功夫，还要在安全能力的培养

上下功夫。为孩子提供一些公益游
泳课程，传播更多有效的急救方法，
特别是告诉孩子如何安全科学地自
救以及救援他人，这样才能打好防
溺水事故的“组合拳”，守好安全底
线，为孩子健康成长、快乐成材提供
更加安全可靠的支撑。

水的确能够带给孩子很多欢

乐，甚至能够提供给人们成长的启
发，但再多的欢乐、再深刻的启发、
再美好的体验，都要以安全这个

“1”为前提。否则，添加再多的“0”
都无法增加幸福的价值。防止溺
水事故发生，必须绷紧安全这根
弦，卓有成效地筑牢孩子健康成长
的安全防护网。

一线快评

省教育厅要求各地各校把防范学生溺水工作抓紧抓实

合力打造“救生圈”共同守护“生命线”

关注中小学校开学复课

《海南省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系列解读④
政府投资计划管理实现
“粗放化”向“精细化”转变

■ 本报记者 陈雪怡

政府投资项目，要抓好项目决策管理，做好项
目概算控制，还要落实投资计划管理。省发改委
相关处室负责人日前就《海南省政府投资项目管
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中的“投资计划管理”
内容作了细致解释。

政府投资项目遵循“资金跟着项目走”的总体
原则，按具体项目安排政府投资资金，有利于精准
确定建设任务、严格规范管理、落实工作责任、准
确评价投资效果、充分发挥政府投资效益等。为
了防止不同部门、不同专项的资金之间出现重复
安排或空白盲区的问题，各类政府投资资金应注
重衔接平衡并统筹安排使用，为此，《办法》确定

“投资计划管理”作为政府投资资金管理的基本手
段，并以第三章整章的内容作了具体规定。

一是明确投资计划编制的主体，谁安排投资、
谁编制计划。《办法》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投资主
管部门对其负责安排的政府投资项目编制政府投
资项目年度计划，其他有关部门对其负责安排的
本行业、本领域的政府投资项目编制政府投资项
目年度计划。

二是明确投资计划编制的层级，强调一级政
府一级计划。《办法》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政府投
资项目年度计划应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执行，也
就是说省、市县各级都要编制本级政府投资年度
计划。这是因为随着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深化，地
方各级政府已成为投资主体，承担大量投资建设
任务，都应编制政府投资年度计划。

三是明确政府投资计划的内容。《办法》第十八
条第一款规定政府投资项目年度计划应当包括“具
体项目名称、建设内容和规模、项目总投资及各类建
设资金来源，建设年限，年度投资额以及资金来源、
年度建设内容等事项”，这是基于编制政府投资计划
的功能和目的而提出的要求。政府投资计划中项目
总投资、年度投资额及资金来源是统筹政府投资资
金，规范资金拨付的需要；建设内容和规模、年度建
设内容是落实建设责任的需要；建设年限是对跨年
度的项目有序落实资金和衔接实施的需要。

政府投资计划的编制和实施有利于政府投资
由粗放化管理向统筹化、精细化管理，对各级政
府、各部门提出了更高要求，必须要适应这种趋
势，将“投资计划管理”这一政府投资资金管理的
基本手段，在实践中进行完善和不断发展。

（本报海口4月4日讯）

澄迈王某才等4人恶势力
犯罪团伙被提起公诉

本报讯（记者金昌波）记者从省检察院获悉，
日前，以被告人王某才为首的恶势力犯罪团伙涉嫌
敲诈勒索罪、非法侵入住宅罪、寻衅滋事罪等一案，
由澄迈县人民检察院向澄迈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澄迈县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
了被告人王某才等人享有的诉讼权利，并依法讯
问了各被告人，听取了其委托的辩护人的意见。
澄迈县人民检察院指控：2014年至2019年期间，
被告人王某才经常纠集被告人王某胜、王某锦、王
某广在一起，在澄迈县金江镇一带多次通过暴力、
威胁手段实施敲诈勒索、强迫交易、寻衅滋事、故
意伤害、非法侵入住宅犯罪活动，严重破坏社会秩
序，形成了以王某才为首，王某胜、王某锦、王某广
为成员的恶势力犯罪团伙。依法应当以敲诈勒索
罪、强迫交易罪、寻衅滋事罪、故意伤害罪、非法侵
入住宅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扫黑除恶进行时

防溺水必须绷紧安全这根弦

精心呵护30多年，海南黑冠长臂猿
数量从7只增至30余只

栖息天地宽 猿声啼不住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贾磊

位于白沙黎族自治县青松乡苗村的海南黑冠
长臂猿（以下简称长臂猿）监测点紧挨着绵延的霸
王岭群山。4月3日一早，伴随着几声响彻山谷的
猿啼声，来自霸王岭林业局的陈庆与长臂猿监测
队队员张志城一行人已收拾好行囊，准备前往莽
莽山林深处，以期能捕捉到关于长臂猿栖息、繁殖
更为翔实的信息。

“长臂猿大多栖息在海拔600米至1000米的
热带雨林里，平时偏爱啃食各种野果等，热带雨林就
是它们最离不开的家。”陈庆对参加“走进国家公园，
发现雨林之美”中央驻琼以及省级媒体行活动的记
者介绍，经多年观测，目前霸王岭长臂猿分为4个族
群，A群主要栖息于红河谷偏向青松苗村区域；B群
活动于南岔河附近；C群喜好在苗村后山区域；D群
似乎更青睐于东二队林场。通常情况下，长臂猿一
个家庭是以“一公两母”集群活动，会共同哺育幼崽，
但小长臂猿长大后会有“分家”，有时家族成员也会
跟人类一样，因为一些矛盾而“闹分家”。

得益于政府部门越来越重视保护霸王岭自然
保护区的生态环境，栖息于这片热带雨林的长臂猿
家族也从30多年前的7只增至现今的30余只。为
了进一步做好长臂猿监测工作，有关部门还聘请了
包括张志城等数名本地村民担任长臂猿监测队队
员，每月至少有20天巡山监测长臂猿栖息动态。“海
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设立后，越来越多的人更加关
注长臂猿，我曾经拍过一段五六分钟的视频，镜头里
可能有10只长臂猿同时在丛林里觅食或戏耍，非常
难得。”张志城介绍，随着多次近距离碰面，现今，长
臂猿也不再害怕或抵触护林员或监测队员走近，只
要你足够“轻手轻脚”，长臂猿可以“允许”你走近至
它周围两三米范围内。 （本报牙叉4月4日电）

走进国家公园 发现雨林之美

三亚加强
学校用电检查工作

本报三亚4月4日电（记者林诗
婷 通讯员刘昌）随着疫情防控工作的
有序推进，我省中小学将陆续迎来开
学季。海南日报记者4月3日从三亚
供电局获悉，该供电局于日前成立用
电隐患排查党员服务队，联动该市教
育部门对各校区进行安全用电全面排
查，排除安全隐患，全面保障开学复课
工作有序开展。

据悉，三亚供电局按照各类院校
开学计划，组织各供电所党员服务队
分别深入优先开学的市一中、市二
中、海南中学三亚学校等学校了解用
电需求，掌握供电设施运行情况，对
用电设备进行全面安全检查，包括配
电房表箱、进出线、应急发电机组、多
媒体教室及学校教学楼等用电负荷
较大场所的开关、插座、灯管、线路
等，及时消除隐患缺陷，确保学校开
学后的用电安全。

截至目前，三亚供电局已完成
了该市 9所中小学安全用电检查，
开学前将完成该市全部院校用电检
查工作。

4月2日，在海口市新坡中学，工作人员对教
室进行全面消杀。据了解，为了保障高三、初三
年级4月7日安全有序开学，海南各地中学陆续
开展人员筛查、清洁消毒、应急演练等工作，全
力营造安全卫生的校园环境。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校园消杀
迎开学

科普链接
防溺水的“六不”原则

哪些情况容易导致溺水？

●不了解水性，对自己的体力和游泳能力缺乏正确估计，进入水中可能导致溺水。
●即使是习水性的人，由于未做充分准备活动，下水后突然遭受冷水的刺激，

或者游泳的时间过长，体内的二氧化碳丧失过多等原因也会在水下出现四
肢痉挛、抽搐，导致失去自主能力而下沉。

●安全意识淡薄，在非开放的水域游泳，四肢可能会被水底的水草缠绕而导
致下沉，或者陷入泥沙而失去控制能力。

●在水中互相嬉戏、打闹，发生意外后又惊慌失措，导致溺水。
●身体不好，患有心脏病、贫血、癫痫及其他慢性病的人，可能在游泳中因冷

水的刺激而引起旧病复发，从而导致溺水。

不私自下水游泳
不擅自与他人结伴
游泳

不在无家长或教师
带领的情况下游泳

不到无安全设施、
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

不到不熟悉的水域
游泳

不熟悉水性的学生
不擅自下水施救

溺水如何自救？

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
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

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身体下沉时，可将手掌向下压
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立即求救。

若周围无人，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
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缓解抽筋

如何营救溺水人员？

（文字整理/陈蔚林 制图/张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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