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游泳培训合格的中小学生逾2.8万人

将初中、高中学生培训费以每人500元标准列入财政预算

共建成并投入使用游泳池29个，累计投入资金 10745.75万元

接下来将把小学 1 至 3
年级纳入游泳教育范畴，全
面扩大游泳教育覆盖面

截至
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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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佳飞

“我今年在学校免费参加培训，已
经学会游泳了，我很自豪！”6月 22
日，文昌学校初二（5）班学生翁敦学
这样高兴地说道。今年以来，文昌全
市像翁敦学一样参加游泳培训并考核
合格的中小学生逾2.8万人。

文昌，海岸线长，山塘水库众多，
水域情况复杂。溺水，曾经酿成的悲

剧，让无数人深感痛心，“学游泳、防
溺水、懂自救”系统教育工程成为群
众呼声较高的民生工程。2017年，
文昌市政府出台了《文昌市普及中小
学生游泳教育实施方案》，并将初中、
高中学生培训费以每人500元标准
列入财政预算，全面启动中小学普及
游泳教育工作。

普及游泳教育，首先得有游泳
池。为加快游泳池建设，文昌将校园

内建设的“拼装式”游泳池项目按临时
建筑程序报建，简化审批手续。与此
同时，文昌采用市财政资金垫付并兜
底的办法，确保游泳场地建设、设施设
备配置、日常运营管理、师资培训等资
金全面到位。截至目前，该市共建成
并投入使用游泳池29个，累计投入资
金10745.75万元。

为提高教学实效，文昌坚持多渠
道配备游泳师资，让学校教师参与学
生游泳培训管理，同时，组织教师、医
务人员和救护人员进行培训。游泳实

操培训前，组织全部学生进行防溺水
安全教育；讲解“不跳水、不搂抱、不追
逐”等注意事项，普及水中多种自救方
式及心肺复苏等游泳安全知识。

文昌学校的泳池于2019年建成
投入使用。“我们每学期会提前规划游
泳教育培训课程，聘请专业教练，并充
分发挥班主任、体育教师、泳池安全管
理员的作用，做好防溺水安全教育和
普及游泳教育。”文昌学校教学管理中
心负责人唐甸深表示，该校游泳培训
课程深受学生和家长好评，通常集中

培训2周左右，大多数学生都能基本
掌握游泳技能。

文昌市教育局体卫艺处负责人表
示，接下来，文昌将整合资源，试点建
立中学、中心小学游泳教学中心组，组
织开展游泳教学教研活动，并将小学
1至3年级纳入游泳教育范畴，全面扩
大游泳教育覆盖面。同时，指导学校
组织开展校际游泳比赛活动，以赛促
练，不断提高学生游泳技能，促进中小
学生身心全面健康发展。

（本报文城6月24日电）

太古可口可乐“应急救援”
教育活动进校园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近日，由海南太古可口
可乐饮料有限公司和海南省红十字会联合主办的
2021“纯悦守护平安校园”青少年安全知识教育
活动之应急救援专场，走进了海口市康安学校。

在海口市康安学校应急救护知识教育现场，
同学们认真聆听海南省红十字会医护人员的讲
解。“实施心肺复苏法时，应将病人仰卧在平地或
硬板上……”老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结合真人演
示，讲解了“心肺复苏”“创伤救护”等常用的急救
知识和技能，并就可能会遇到的突发事件如鼻出
血、烧烫伤、中暑、气道异物等意外伤害及处理与
同学们进行了交流。

在台下，同学们听得认真，不时用手比画着施
救动作，同时红十字会医护人员还就心肺复苏、止
血包扎等进行了现场模拟演练。同学们纷纷伸出
小手，积极踊跃参与实践。

海南太古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公共事务及
传播部门负责人表示，校园生活中突发的意外情
况猝不及防，未雨绸缪方能守护校园安全。未来，
该活动将持续走进更多学校，加强普及青少年安
全知识普及工作，努力建设和谐平安校园，为社区
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安全教育安全教育

省艺校举办党史进校园
专题教育学习宣讲活动

本报海口6月24日讯 （记者陈蔚林 通讯
员施璐）6月 23日，海南省文化艺术学校举办

“学党史，感党恩”党史进校园专题教育学习宣
讲活动。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
授、经济学博士、博士生导师黄锟受邀到校，从“中
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中国共产党百年创造的
经济奇迹”“中国共产党在经济治理中的作用和地
位”“习近平总书记的党史观与党史学习”四个部
分着手为该校师生作专题讲座。

聆听讲座后，省艺校校长张艳表示，黄锟教授
的讲解由浅入深、以时为线、旁征博引、生动形象，
充分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发展至今波澜壮阔的奋斗
征程，让师生受益匪浅。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省艺校组
织系列党课培训，不断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学习教育常态化，充分发挥党总支的战斗堡垒作
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为党员干部提供有力
的培训支持。

学习培训学习培训

定安县廉政文化教育基地
揭牌成立

本报讯（记者叶媛媛 通讯员秦昌凯 陈春
羽）6月22日，定安县廉政文化教育基地揭牌成
立，该基地将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和作风整顿建设
年活动要求，进一步挖掘定安优秀传统文化中蕴
含的廉政资源，推进当地廉政文化建设，发挥好廉
政文化在反腐倡廉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定安县在廉政文化教育
基地开办了党史图文展活动，通过展现定安境内
琼崖革命根据地建立和发展的光辉历程，以及定
安儿女投身革命的英雄事迹，让大家更全面地了
解党的历史，从中汲取智慧力量，让红色基因代
代相传。

据介绍，创建定安县廉政文化教育基地是
定安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和作风整顿建设年活
动，推进廉政文化建设的一项创新举措，也是深
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着力构建良好政治生态
的又一成果。

文化建设文化建设

琼海列24项监督任务
清单为群众办实事

本报讯（记者刘梦晓 通讯员
易修呈）“真要为纪委点个赞，我们
反映的用水问题得到了解决，再也
不用担心几天就停一次水。”近日，
琼海市会山镇纪委负责人回访该镇
东平居自来水工程信访问题时，一
位村民高兴地说。这是琼海市纪委
监委在“我为群众办实事”工作中取
得实效的缩影。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琼海市
纪委监委列出“进一步规范农场改制
后的财物管理制度”“对农村集体‘三
资’进行‘提级监督’”等24项“我为
群众办实事”监督任务清单，持续整
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不正之风，将任务
一项一项落到实处。目前，琼海市纪
委监委已完成其中12项。

针对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使用
中发现的问题，该市纪委监委在督
促相关职能部门完善制度的同时，
开展集体“三资”管理“提级监督”
试点。对集体“三资”达到一定规
模的村（居），由所在镇对口联系的
市纪委监委监督检查室“提级监
督”，着力破解基层监督弱化问题，
进一步织密基层监督网络，确保集
体“三资”安全。

本报万城6月24日电（记者袁
宇 通讯员曾望 王雷）“拿到了证，心
里踏实多了。”6月22日，在万宁市北
大镇中兴村，一场群众“家门口”的摩
托车驾驶证考试有序进行，118名附
近村民在“家门口”考试拿证，省去了
远上市区考试的奔波之累。这是万
宁市公安局为民办实事的举措之
一。为进一步方便农村群众，该局在

全市推动摩托车车驾管业务下乡，在
群众“家门口”提供服务。

在万宁市北大镇中兴村，除了摩托
车驾考下乡之外，民警还为附近群众
办理摩托车年检业务，解答群众对车
管业务的疑问，并借助这个机会宣传
交通安全知识，取得了车驾管服务和交
通安全法律法规宣传双赢的效果。

“拿到了证，驾驶摩托车时更要

遵守交通安全法规，保护自己的安
全。”中兴村村民翁时兰说，交警能到
村里开展服务，让他感到很便利。

记者了解到，万宁市公安局扎实
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结
合部分群众进城考试、办业务不便的
实际，推出服务下乡，让群众少往返。
万宁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群众

“家门口”的驾考也会严格落实纪律要

求，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进行
全程监督，确保考试成绩真实有效，

“通过系列服务，满足群众申领摩托车
驾驶证的需求，方便群众出行。”

据介绍，万宁将以“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为契机，深化公安交管

“放管服”改革，进一步加强摩托车及
摩托车驾驶人管理工作，努力减少摩
托车道路交通安全事故。

万宁交警开展摩托车驾考“送考下乡”活动

群众“家门口”考证 乐享便利生活

文昌推进中小学生“学游泳、防溺水、懂自救”民生工程

今年2.8万余名中小学生已培训合格

同心防溺水 共筑安全网

白沙运动员村项目
将于今年底完工

本报牙叉6月24日电（记者曾毓慧）6月24
日，在白沙黎族自治县牙叉镇金沙东路旁的白沙运
动员村项目工地，规划中的3层运动员公寓楼、会
议楼等已经封顶，隔着一层层深蓝色的施工防护
网，多名工人正在有序运送建筑材料着手内外墙的
装修事宜。按照计划，该项目将于今年底前竣工。

据悉，白沙运动员村项目占地面积98.57亩，
总建筑面积5.2万余平方米，作为2020年海南自
由贸易港建设项目（第二批）集中开工白沙分会场
项目之一，自2020年7月开建以来，有关部门及施
工单位抢抓工期，稳步推进各项建设工作，建成后
将为每年集结在白沙开展冬训的国家拳击队等提
供冬训及备战赛事保障服务。

自2018年9月占地达200多亩的白沙全民
健身中心建成投用以来，白沙依托生态环境优势以
及日渐完善的文体设施配套，着力发展“体育+”产
业，尤其是自2020年“国家体育训练南方基地
——海南白沙·综合”挂牌以来，截至目前已有中国
拳击协会、中国登山协会等5家国家级体育运动协
会在白沙设立7个训练基地。

按照规划，“十四五”期间，白沙将加快培育壮
大“体育+”产业，开工建设体育体能训练中心，完
善白沙运动员村等项目建设。此外，还将高标准
建成数字化场馆、户外水域运动区、体育运动科研
康复中心等项目，并蓄势发展休闲体育、运动体
验、运动康复、赛事集训等产业，让“体育+”成为
展示白沙形象的新名片。

项目建设项目建设

本报海口6月24日讯（记者张
期望 通讯员陈尾娇）6月24日，海南
日报记者从海口美兰区政府获悉，该
区已有14家农贸市场和8家便民市
场实施菜价承诺制，上述市场内的22
种蔬菜均按承诺价格区间合理加价
销售。自4月份该区菜价承诺制试行
至今，未发生违反约定情况，有效避

免了哄抬价格、囤积居奇等情况。
4月6日，美兰区选取辖区白龙

农贸市场为试点，在全省范围内率先
推行菜价承诺制。由白龙农贸市场
内纯销售生鲜蔬菜的66户经营者签
订《承诺书》，约定芹菜、黄瓜、豆角等
22种蔬菜的销售利润每斤不超过
1.5元。菜价承诺制经过一段时间的

试运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美兰区逐步将菜价承诺制向辖区

其他农贸市场和便民市场（疏导点）覆
盖推广。截至目前，美兰区已在14家
农贸市场及8家便民市场（疏导点）推
行菜价承诺制，签署蔬菜承诺价的户
数共计572户，摊位共计1250个。

菜价承诺制实施推广过程中，美

兰区政府进一步强化责任落实，结合
省市关于稳定“菜篮子”价格文件精
神，制订《承诺书》，对利润区间、明码
标价、违约责任等内容以书面形式进
行约定。并通过LED屏播放字幕、
张贴告示、公示承诺书等方式，主动
向市场覆盖的2万名群众宣传菜价
承诺制。

海口美兰14家农贸市场实施菜价承诺制
约定22种蔬菜利润每斤不超过1.5元

6月24日，在临高县金牌港的
海湾，深水网箱星罗棋布分布在海面上。

发展深水网箱养殖是海南省渔业转
方式调结构的重点方向之一。临高正加快
推进海洋渔业转型升级，努力构建海洋捕
捞、深海养殖、渔业加工、渔业休闲“四轮
驱动”的现代渔业新业态。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深海养殖 渔业升级

制图/陈海冰

■ 本报记者 袁宇

“没想到不用出岛，在家门口就能
找院士看病。”近日，海南籍患者刘先
生在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
（以下简称乐城先行区）接受了由中国
工程院院士张志愿主刀的手术。其家
属感慨地说，如果没有乐城先行区，他
们即使转辗北、上、广求医，也很难挂
上“院士号”。

到大城市找名医看病“一号难
求”，而海南患者却能在家门口顺利挂
上“院士号”。这得益于乐城先行区的
政策优势及乐城先行区为患者搭建的

优质服务平台。
记者了解到，2018年以来，年逾古

稀的张志愿已往返于上海、博鳌之间30
余次，为一批口腔领域疑难疾病患者消
除了病痛。在他的带领下，乐城先行区
成立了口腔颌面外科临床医学中心，该
中心已成为园区的“超级专科”之一。

患有左下颌下腺多型性腺瘤的海
南患者张先生也是获益者之一。张先
生告诉记者，自己之前左下颌长了无
痛性肿物，且肿物随着时间的推移越
来越大，“到后来有一个拳头大小。”

听说乐城先行区有专家看诊后，
张先生慕名前去，非常顺利地挂上了

“院士号”。“没想到，看诊的第二天就
给我安排了手术，而且手术非常顺
利。”张先生说。

据介绍，该次手术切除了一个约
8cm×5cm大小的肿瘤。乐城先行区
的医护人员介绍，该手术的难度在于该
肿瘤与周围神经组织界限不清，有损坏
其他组织的风险。而张志愿亲自操刀，
在保护患者面神经、舌神经、舌下神经、
副神经、颈内动静脉等重要结构的前提
下完整顺利地切除了这个巨大的肿瘤。

刘先生在乐城先行区接受的手术
也是海南患者受益的生动体现。据介
绍，刘先生患下颌骨骨髓炎，需进行

“下颌骨部分切除+腓骨肌皮瓣修复”
手术。这样的大型手术目前在国内地
市级医院尚未开展。手术用时7个多
小时，最终顺利完成。

每一位患者都期待高质量医疗服
务。为了让更多患者享受高质量医疗
服务，乐城先行区管理局不惜重金，用
数千万元奖金招揽全国医生专家团
队。截至目前，已签约院士专家团队
逾50个，国内一批顶尖专家在乐城先
行区为患者服务。

“吸引专家来乐城看诊的最主要
原因，是乐城先行区先行先试的特殊
政策。”乐城先行区管理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在乐城先行区，专家团队可以优
先使用国际已上市、国内未上市的先
进药械产品，运用国际前沿的医疗技
术，“这些运用国际前沿技术的临床手
术对患者来说是希望，对医生来说是
难得的经验积累。”

该负责人还介绍，乐城先行区还
有很多接地气的医疗服务项目，如医
保可以报销的服务项目及免费服务项
目。此外，该园区推出了特药险、带药
离园等政策，让患者看诊用药更方便，

“未来我们将继续用心服务群众，让海
南患者‘大病不出岛’。”

（本报博鳌6月24日电）

博鳌乐城引进国内顶尖专家，为患者提供优质医疗服务

家门口挂“院士号”方便放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