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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6月20日（星期日）上午9：30-12：00
主讲人：査延恒（海南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

监督室副主任）
讲座主题：关于反对特权思想几点思考
讲座地点：海口市国兴大道省图书馆一楼

报告厅
电话：0898-65202275
温馨提示：请各位听众在入场前戴好口罩，

并按照省图书馆的疫情防控要求出示“健康码”有
序进场；由于省图书馆正在进行二期场馆建设，停
车场停用，建议大家乘坐公交车前往。

海南自由贸易港
大讲坛讲座预告

本报海口6月16日讯（记者陈
蔚林 实习生李康龙）6月16日，海南
日报记者从省教育厅获悉，2021年
我省普通高中招生计划为68844人，
较去年增加招生计划3551个。

2021年我省新增5所高中学校
招生，其中公办3所，分别是上海世
外附属海口学校、琼海中学、文昌学
校；民办2所，分别是定安县山高高
级实验中学、海南微城未来教育学
校。

省教育厅要求，各地各校要规范
做好新生录取和学籍认定工作，普通
高中学校在当年秋季高一开学10个
工作日后不再录取新生。学生因故
不能按期到校注册的，开学前可向学

校申请延期注册一次，延期注册时间
不得超过一周。对开学后两周仍未
到校注册且未办理延期注册手续的
学生，取消其入学资格，由学校在省
中考管理系统上作“挂起”操作（民办
学校自费生作“退档”操作）。“挂起”
的学生，其余普通高中学校不得接收
入读。

省教育厅强调，各地各校在招生
工作中要严格落实“十个严禁”：1.严禁
以任何形式在学生初中学业结束前提
前招录学生；2.严禁免试招生、超计划
招生、降低分数线招生、违规跨区域招
生、招生后违规办理转学；3.严禁公办
学校参与举办的民办学校以公办学校
名义招揽生源；4.严禁招收已被中等职

业学校等其他学校录取的学生；5.严禁
招收未参加2021年我省初中学业水
平考试的学生；6.严禁招收借读生、人
籍分离、空挂学籍；7.严禁普通高中学
校的中外合作课程班以及其他国际课
程班学生转到本校普通班；8.严禁以高
额物质奖励、虚假宣传等不正当手段争
抢生源；9.严禁收取择校费、与招生入
学挂钩的赞助费以及跨学期收取学费；
10.严禁公布、宣传、炒作中考“状元”和
升学率。

此外，各市县（单位）普通高中招
生部门和学籍主管部门应密切协作，
互相配合，共同做好普通高中高一新
生学籍注册和审核工作。学籍建立
完毕后，各普通高中学校要在10月

底前组织开展一次新生学籍“人籍一
致”核查，严格按照中招录取结果复
核普通高一新生学籍，严禁出现人籍
分离、空挂学籍、学籍造假等现象，不
得为违规跨区域招收的学生和违规
转学学生办理学籍转接。对违规录
取的学生，一律不予办理我省普通高
中学籍。

根据工作安排，省教育厅将建立
普通高中招生和学籍管理情况定期
督查制度和通报制度，对违规行为一
经查实，将视情况核减学校第二年招
生计划或取消学校招生资格，并依据
有关文件和《海南省普通高级中学学
籍管理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或条款
进行责任追究处理。

海南普通高中今年计划招生6.8万余人
新增5所学校招生，较去年增加招生计划3551个

海南政法队伍教育整顿进行时

乐东：

推进查纠整改
聚焦群众诉求

本报讯（记者良子）近日，海南日报记者从在
乐东黎族自治县召开的海南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采
访座谈会上获悉，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以来，乐东强
力整治顽瘴痼疾，聚焦群众诉求，扎实开展政法机
关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在“谋工作”和“干工作”上
出新招，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教育整顿成果。

自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开展以来，乐东扎实开
展查纠整改各项工作。在引导个人自查上，召开警
示教育大会，通过两名主动向组织说明问题并被从
宽处理的政法干警“现身说法”，引导政法干警敢于
直面问题。开门整治，向社会公布“顽瘴痼疾”专项
整治内容和问题线索举报方式，县委政法委和政法
各单位均成立专门的顽瘴痼疾整治专班。

乐东县委政法委、政法机关推出“四访”“五
帮”机制，整合学校、家庭、社会各方力量，把“实
事”办到群众心坎上。乐东县公安局在教育整顿
期间，以化解群众信访积案为切入点，开展新一轮
命案积案攻坚行动，破获6起积压命案。乐东县
法院将虚假诉讼列入顽瘴痼疾专项整治重点工作
任务，以“三查”“四关”“五项机制”形成高压态势
防治虚假诉讼，有力保障了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并
维护司法公信力。

海口市教育局：

将派出8个督查组
专项督查防溺水工作

本报海口6月16日讯（记者计
思佳）6月16日上午，海口市教育局
召开防范学生溺水专题工作部署
会，就进一步加强学生防溺水工作
进行安排部署。海南日报记者从会
上获悉，该局将派出8个督查组对学
校防溺水工作进行专项督查检查。

会议强调，防范学生溺水工作是
一个系统工程，海口各区教育局要促
请各乡镇各部门高度重视防溺水工
作，牢固树立“安全第一、预防为主”
思想，做细做实学生安全工作。要根
据近期学生防溺水安全工作的特点，
严格落实各项安全工作制度，严防死
守，杜绝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会议要求，各学校要进一步强化
做好预防学生溺水事故工作部署，加
强宣传。要全面排查安全隐患，关注
存在安全隐患的学校周边重点水域
和重点地段，及时登记上报。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入夏以来，天气日趋炎热，溺
水成了威胁学生安全的“头号杀
手”。溺水事故发生的原因是什
么？哪些地段是溺水事故多发
区？溺水后如何进行紧急救援？
近日，海南日报记者针对这些问题
进行了多方采访。

据我省相关部门初步统计，学
生溺水事故多发生在周末、节假日
和放学后，特别是暑期。溺水者年
龄段集中在11岁至15岁，占比超过
2/3，乡镇农村孩子占比较高，达
90%以上。

海口120急救中心相关负责人
表示，从近几年的溺水事故来看，农
村发生事故的数量明显多于城市。

“城市拥有众多经营规范的游泳池，
配有救生员等防护措施。而农村地
区的孩子想要消暑，大都是三五成群
去游野泳，安全没有保障。加上许多
农村地区地处偏远，一旦发生事故，
救援力量短时间内很难迅速到达现
场。”

作为滨海城市，海口的白沙门
海滩、假日海滩、西秀海滩等都是
深受市民游客喜爱的天然海水浴
场。但是，由于水情复杂、暗流涌
动等因素，看似平静的大海也暗藏

危机。海口假日海滩救生员黄文
秀提醒，虽然海滩边都配备了救生
员和救生设备，但是暑期人流量太
大，家长一定要尽到看管孩子的职
责。“有些家长让孩子下水游泳后，
自己却在岸边玩手机，这是非常危
险的行为。”

此外，海口南渡江也是溺水事故
的高发地。“每年暑假，很多大人、小
孩到南渡江游泳。”家住南渡江边的
村民王培槐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南渡
江里淤泥很多，一旦陷进去脚就很难
拔出来。加上江里有挖沙船作业，水
情非常复杂。

在农村，无人监管的山村水塘也

是一大隐患，不少农村溺水事故多发
生在河流、水塘、水库以及建筑施工
后形成的大水坑。

记者梳理近几年我省发生的溺
水事故后发现，无论是城市还是农
村，溺水事故都有较为集中的高发区
域。如果学生能远离这些区域，提高
安全防范意识，溺水悲剧也许能相对
减少。

海口市120急救中心副主任、院
前急救专家付杰介绍，发生溺水事故
时，若周围有掌握急救知识的人，能
在黄金救援4分钟内对溺水者进行
心肺复苏，挽回溺水者生命的概率也
将大幅提高。

据付杰介绍，每周六上午9点，
海口市120急救中心都会在海口万
绿园椰城志愿者之家举办“急救微课
堂”，普及急救知识，主要学习内容为
心肺复苏术、自动体外除颤术等，有
需求的市民可以免费参加。

“溺水者被救上岸后需要立即进
行心肺复苏和电击除颤。截至目前，
海口已在假日海滩、白沙门公园等多
个公共场所投放了超过460台AED
（自动除颤仪），我们期待现场的施救
者能进行高质量的心肺复苏和使用
AED，也呼吁更多的游泳馆能自行
配备AED。”付杰说。

（本报海口6月16日讯）

■ 本报记者 马珂

教会孩子们掌握防溺水的相关知
识，关键时刻能救命。本报特邀海南
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急诊外科（创伤
中心二病区）医师罗之谦，教大家预防
溺水以及溺水自救、互救的安全知识。

“三无”情况下
才可实施心肺复苏

溺水后的急救方法是：现场的急救
人员应把溺水者第一时间移到岸边，呼

叫120。在急救车没有到达的这段时
间里，急救人员可以先采取相应措施。

这时，施救者要注意清除溺水者
口鼻中的堵塞物：头偏一侧，迅速撬开
其口腔，清除咽内、鼻内污泥、杂物。

罗之谦表示，只有确认溺水者处
于无意识、无心跳、无呼吸的“三无”
情况下，才可以进行心肺复苏。

一旦溺水者心脏停止跳动，有经
验的救生人员应立即采取心肺复
苏。先做胸外按压，按压时手掌相叠
十指相扣并抬起，垂直施力按压。按
压部位是两乳头连线中点，深度大于

5 厘米，按压频率 100-120 次/分
钟。胸部按压和人工呼吸的频率，大
约是每做30次胸外心脏按压，做2
次人工呼吸。

值得一提的是，施救者还要注意
给溺水者保暖，如果溺水者身上穿着
外套，要尽早脱下，避免湿衣服带走
身体热量。

网传倒挂控水法
易致溺水者窒息

曾经有一张倒背溺水儿童的图

片在朋友圈疯狂刷屏，据说只要溺水
不超过1小时对溺水者都有效。但
罗之谦却表示，此法非但无效，反而
还会增加死亡概率。

因为，对于清醒的溺水者或者
昏迷、但是呼吸和脉搏尚存者，其
溺水时间比较短，肺内根本未吸
入水或者仅吸入很少水，完全没
必要控水。

如果强行控水，很容易导致溺
水者胃内容物排出，反而会增加
溺水者窒息的风险。

（本报海口6月16日讯）

我省农村溺水事故明显多于城市，存在多处事故集中高发区域

警惕暑期“头号杀手”切莫“游”戏生命

谨防溺水，这些小知识要牢记！

秀英港今日零时起调整作业时间

夜间出岛请前往新海港
本报海口6月16日讯 （记者郭萃）广东海

安新港已于6月11日0时起暂停货车过海作业，
为适应广东海安新港作业时间调整，保证琼州海
峡客滚运输安全通畅，提升海南新海港及广东徐
闻港的输运效率，6月17日起，“海口秀英港—
广东海安新港”航线航班将进行调整。

据了解，秀英港自6月17日0时起，每日18
时至次日8时暂停作业（恢复时间另行通知），即
该时段内秀英港至广东海安新港航线暂停作业，
所有客滚运输业务由新海港承接，请所有过海车
辆前往新海港安检乘船。

每日8时至18时，货车、小车、客车及旅客过
海业务正常运行，所达到目的港为广东海安新港。

此外，自6月17日0时起，新海港、秀英港航
次将调整至每日61个，详细过海班期请关注“新
海港”微信公众号，也可关注“琼州海峡轮渡”抖音
号了解“秀英港”“新海港”港口实时动态。

海南太古可口可乐举办平安校园系列活动

关注口腔健康
关爱学生成长

本报海口6月16日讯（记者王黎刚）6月16
日，海南太古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携手媒体、公益
组织，在海口市第十一小学义龙校区开展2021“纯
悦守护平安校园”青少年安全知识课堂系列活动。
活动以“关爱牙齿健康”为主题，旨在通过公益宣讲
的方式，提升学生口腔自我保护意识，帮助孩子们从
小养成爱护牙齿、保持口腔健康的良好习惯。

活动邀请海南泰康拜博口腔医院多位牙科专
家走进校园，结合通俗易懂的方式，给孩子们讲解
了护齿相关知识，并用牙齿模具展示、有奖问答、
口腔健康儿歌等形式在现场与学生进行互动。此
外，现场还针对学生开展公益口腔检查，使他们更
加了解自身牙齿状况。

我省首个村级无偿献血
健康教育馆揭牌

本报金江6月16日电（记者马珂 通讯员李
玮）6月16日，海南首家村级无偿献血健康教育
馆——澄迈土尾无偿献血健康教育馆正式揭牌。

该健康教育馆由海南省红十字会、海南省血
液中心、澄迈县人民政府、澄迈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等部门共同建立，位于澄迈县金江镇土尾村。馆
内由血液知识、献血常识、政策法规、造血干细胞
知识等13个部分组成。

据了解，土尾村中常住人口500余人，无偿献
血人数比例却高达14%，村里有70余人加入省

“应急活血库”。在村民小组组长王则谦的带领
下，该村村民从2017年开始，连续5年在春节后
的献血淡季组团参与无偿献血，被称为“海南省首
个全村村民献血团”，村民共计献血近400人次。
该村还曾被授予2018—2019年度全国无偿献血
促进奖特别奖。

嘉积中学初中部
将恢复办学

本报嘉积6月16日电（记者刘

梦晓）今年秋季起，琼海市嘉积中学
初中部正式恢复办学。与此同时，正
在建设中的琼海中学初中部也同期
对外招收新生，新生将在琼海中学附
小校舍暂时过渡，这两所中学初中学
位将新增700个。这是海南日报记
者6月16日从琼海市教育局获悉的
情况。

琼海市教育局副局长王炜介
绍，根据教育部对公办初中覆盖率
的新要求，坚持义务教育国家办学
主体和公益属性，切实解决嘉积城
区初中学位的紧缺，从今年起恢复
嘉积中学初中部办学，增加公办学
校学位供给。

据此，从今年9月起，原嘉积中学
分校将作为嘉积中学初中部，学校更
名为嘉积中学东校区。嘉积中学初中
部今年将开设16个班，其中6个教学
班将设在嘉积中学内，另外10个教学
班将设在嘉积中学东校区。

定安县山高高级实验中学
海南微城未来教育学校

从今年春季学期开
始，海南省芭蕾舞蹈学校
大胆尝试开设音乐剧专业
课程，成为全省首个开设
该课程的学校。

图为近日学生在上音
乐剧专业课。

据悉，该校结合专业
优势，突出教学课程设置
和办学特色，提升学生整
体艺术素养。

本报记者 封烁 摄

音乐剧从
“殿堂”走向“课堂”

大声呼救

寻找漂浮物

寻找竹竿或树枝

不能直接下水施救

不能手拉手施救

今年我省
新增5所高中学校招生 其中 公办3所

上海世外附属海口学校
琼海中学
文昌学校

民办2所
本版制图/张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