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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2日电 4月2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
夫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0周年。

习近平指出，中阿是传统友好合作
伙伴。建交30年来，中阿关系保持健康
稳定发展势头。双方政治互信深化，各
领域合作扎实推进，国际和地区事务协

作日益密切。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
阿守望相助、同舟共济，彰显了两国人民
传统友谊。

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阿关系
发展，愿同阿利耶夫总统一道努力，以两
国建交30周年为契机，推动中阿关系和
双方各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造福两

国和两国人民。
阿利耶夫表示，阿中关系在相互信

任的基础上持续发展，双方在政治、经贸
等领域开展高水平互利合作，多边领域
合作也取得丰硕成果。阿方支持“一带
一路”倡议，相信阿中传统友好关系将不
断深化，造福两国人民。

习近平同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
就中阿建交30周年互致贺电

本报海口4月2日讯（记者李磊）
4月2日，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在海口召
开2022年第二次全体会议，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克强
总理批示要求，落实全国安全生产电视
电话会议及省委常委会会议部署，对全
省开展安全风险隐患集中排查整治工作
进行再部署。省长、省安委会主任冯飞
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
议和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听取全省安全

风险隐患集中排查整治等情况的汇报。
冯飞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

清我省当前严峻复杂的安全生产形势，
时刻保持清醒认识、高度警觉和临战状
态，以“万无一失”的严密工作，防止“一
失万无”的严重后果，坚决守住安全生产
的底线和红线。

冯飞要求，要拧紧链条，层层压紧压实
安全生产责任，找准重点薄弱环节、主要问
题和风险隐患，奔着问题去、揪着隐患改，
对不履行安全生产职责，造成较大以上事

故的，要严肃追责问责。要消除隐患，打好
重点行业领域攻坚战，聚焦民航、道路交通
运输、水上运输和渔业船舶、危化品、工程
施工、城镇燃气、森林防火等重点领域的
安全管理，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大
排查、大整治、大起底，抓好全过程风险管
控，确保安全管理到位、隐患问题清零。

会议还就做好迎接国务院安全生产
考核巡查工作进行部署安排。

沈丹阳主持会议，王路、冯忠华、闫
希军、王斌、符宣朝出席会议。

冯飞在省安全生产委员会2022年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要求

坚决守住安全生产的底线和红线

本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金浩
田）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海南省持
续推进中小学生游泳教育工作若干措
施》（以下简称《措施》），部署推动中小学
生游泳普及教育巩固深化，提高学生防
溺水技能和安全救护能力，增强学生体
质，实现到2025年全省中小学生普遍掌
握“安全知识＋游泳技能＋自救技能”的
目标。

《措施》明确，2022年起，由市县政
府将本地学校建设游泳场地、游泳池日
常运维管理（含设施设备维修）、师资队
伍建设和培训、购置教师教学装备、开展
日常教学等项目经费，按程序纳入本级
年度预算。

各市县可综合考虑区域自然地理条
件和基本满足本地中小学开展游泳教学
的需要，因地制宜、科学规划，适当增建

游泳池，最大限度地保障学校游泳教学
常态化开展。同时，理顺游泳池管理机
制，严格执行各项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做
到水质达标和救生员、救生器材、医护人
员到位，保证游泳教育全过程符合安全
运营标准。

《措施》要求，2022年起，各市县在确
保安全的前提下，鼓励开展小学一至三年
级游泳教学，普遍开展小学四年级至初中
三年级常态化游泳教学。有游泳池的学
校，适宜游泳的学生在校期间每学年游泳
课时一般应达到24个以上；没有游泳池
的学校，由市县教育行政部门做好游泳课
教学区域统筹安排，适宜游泳的学生在校
期间每学年游泳课时一般应达到20个以
上，或视本地游泳池密度变动和气候条
件等情况，及时调整学校游泳课时。

2022年起，市县招聘中小学体育教

师将优先考虑持有社会体育指导员（游
泳）等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者游泳教练
员等体育专业技术职称的应聘者。允许
市县和学校通过劳务派遣等方式向社会
采购服务，缓解学校自身开展游泳日常
教学师资不足的压力。

此外，我省还将继续拓宽游泳教师
来源渠道，比如，鼓励学校设置游泳教练
员岗位——获得全国性及以上游泳比赛
前六名或获得游泳一级运动员及以上称
号，且已办理停训退役手续的运动员，可
聘用为中小学校（含中职学校）游泳教练
员，并纳入体育专业技术岗位序列管理；
暂未取得教师资格证的退役游泳运动
员，可采用“先聘用再考证”的办法，由学
校为其配备相应的指导教师，开展游泳
教学工作，在取得教师资格证后可转为
体育教师。

我省出台措施持续推进中小学生游泳教育工作

适当增建游泳池保障教学常态化开展

■ 本报记者 刘操

“无论是在网上还是现场，祭扫最
重要的都是表达对已故亲友的思念。”4
月1日，三亚市民吴英为悼念逝去的父
亲，点击“三亚市殡葬管理服务中心”微
信公众号，进入“网上祭祀”栏目，创建
亲友纪念馆，并将纪念馆的链接发送给
亲友，亲友可以通过点击链接，在线上
寄托哀思。

每逢清明之际，人们都会通过祭扫
等方式表达对亲人的缅怀和思念。眼下
正是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为避免现场
祭扫聚集，我省各市县采取暂停祭扫活
动或预约、错峰、限流等措施，并纷纷推
广网络祭扫、鲜花祭扫、家庭追思、代祭
代扫等文明低碳祭扫方式，引导群众转
变观念，缅怀先人。与此同时，全省各地
通过多种途径大力推行生态节地葬，生
态安葬观念正被各地群众接受。

加强防疫
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

今年清明节公墓是否闭园？群众如
何祭扫？能否实地祭扫？广大群众都颇
为关注。4月1日，海口、三亚、东方、澄
迈等市县相继发布公告，暂停各公墓、骨
灰楼现场祭扫活动（含预约祭扫人员），
禁止组织群众集中祭扫、集体共祭和各
类祖坟、祖庙、宗祠等聚集性祭祀活动。

“暂停现场祭扫，是充分考虑了人员
聚集而产生的疫情防控安全隐患。”各市
县民政部门负责人表示，取消现场祭扫
后，各殡仪馆、公墓均已推出代客祭扫服
务，为群众提供墓碑描红、敬献鲜花、清
洁墓位等代客祭扫服务，市民群众可通
过电话预约。

4月2日上午，在海口颜春岭安乐
园，工作人员正在代客户王先生为亲人

清扫福位。安乐园内安葬着王先生的祖
父，因为暂停现场祭扫活动，王先生向墓
园预约了代客祭祀服务。随后，工作人
员按照王先生要求，细致地进行了墓碑
描红、鲜花祭扫、墓地清洁等服务，并拍
摄照片发给王先生，让他了解祭扫全程。

“代客祭扫是一种全新的服务方式，
我们委托专业机构工作人员代市民传递
爱和思念，制定不同代祭方案，并采用现
场视频连线方式，让逝者家属看到祭扫
全过程，让逝者安息，家人放心，简约而
不落俗套。”三亚市殡葬管理服务中心工
作人员介绍。

记者了解到，清明节前，省民政厅积
极指导各市县按照当地疫情防控指挥机
构的统一部署，加强对清明节期间疫情
形势预判和风险评估，结合疫情风险等
级划分调整情况，研究制定清明节祭扫
工作方案，明确祭扫服务有关要求。

下转A02版▶

我省通过加强祭扫安全管控、实施绿色殡葬等
措施，倡导文明祭祀新风尚

云端寄哀思 绿色过清明

杂草丛生的撂荒地，变身景色宜人
的广场；延续多年的纠纷烟消云散，取而
代之的是齐心协力共建美好家园，这样
的喜人变化，就发生在定安县龙门镇大
山村，让人不由心生感慨。

众所周知，土地纷争是基层治理中

的棘手问题，不少地方因为土地纷争导
致人际关系恶化的例子时有发生。大山
村莫、倪两家的争议地块也曾是个“死
结”。基层党员干部迎难而上，一次次登
门拜访、耐心劝解，终于让双方放下争
议，“让出”地块，共建公园绿地。多方共
赢的局面很快产生良性互动，村民们展
开“让地行动”， 下转A02版▶

不妨多一点乡村“智”理

本报定城4月 2日电 （记者叶媛
媛 李佳飞）“千里家书只为墙，让他三尺
又何妨”——这句出自古代“六尺巷”故
事中的诗句，近日被定安县龙门镇大山
村村民写到了村舍的墙上。原来，当地
党委政府运用“六尺巷”智慧，成功化解
了一起土地纠纷。

在农村，涉及村民利益的土地纠
纷，往往难以解决。在大山村，一莫姓村
民和一倪姓村民，就曾为一块面积不大
的土地权属问题争吵不休。一家认为，
这是自家祖宗地；另一家则表示，已经购
买了这块地。双方都认为地是自家的，
但凡有一家在地里种了东西，很快就会
被另一家拔掉。久而久之，这块原本位
置不错的土地，竟成了杂草丛生的撂荒
地。“为了一块地，邻里间的情分都吵没
了！”周边村民看在眼里，无奈又惋惜。

2021年9月，得知村里将启动人居
环境改造，莫、倪两家人又争执起来，互
不相让。“如果一直吵下去，只能是造成
土地闲置。”大山村党支部书记倪志坚
说，当时，有村干部从实际出发，提议把
这块长期存在争议的撂荒地交给村集体
开发，当作村里的公共用地。

“刚听到这个建议时，两家人都火冒
三丈。一家人质问村干部‘土地的钱谁
来赔’。另一家人则态度强硬，拒绝沟

通。”一位村民回忆道。
面对困难，当地党委政府没有放弃，

党员干部们两头跑，对两家人晓之以理，
动之以情。

“这些年你们两家吵来吵去，有谁讨
到了好处？地没讨回来，身边的朋友反而
越来越少”“如果邻里间一直吵架，又如何
教导孩子相互谦让”……一次不行，就多
次上门，干部们不厌其烦地劝说，让原本
争得面红耳赤的两家人，开始有些动摇。

“村里环境变好了，享福的还不是咱
自己吗”“俗话说得好，远亲不如近邻
呀”……听闻干部们的话，村民们也纷纷
劝导。在大家的共同调解下，两家人终
于想通了：“这块地利用好了，大家都能
受益！”

随后，这块地被改造成小公园，并配
套建设了公共停车场，成为村民游客观
光休闲的好去处。

看到变美的村庄，越来越多村民开
始主动舍让，为村集体腾挪出公共绿地：
榕树大观、十姓公园、红星广场、七彩乐
园……一块块绿地小公园，把整个村子
点缀得温馨而精致。

“古有‘六尺巷’，今有‘六分地’。
学习古人的智慧，大家各让三尺，问题
就圆满解决了。它启示我们，在乡村治
理中，党员干部不仅要勇挑重担，开拓
创新；还要充分调动村民的积极性、主
动性、创造性，这样才能不断提升基层
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龙门镇党委书
记苏汝成感慨道。

定安基层党员干部巧用“六尺巷”智慧化解大山村邻里纠纷

小故事里有大“治”慧

4月2日下午，海口市龙华区苍东蔬菜基地田间，菜农忙着采摘新鲜蔬菜、管护菜苗。
据了解，该蔬菜基地种植面积1000多亩，为海口最大近郊蔬菜基地之一，目前每

日可供应4万多斤蔬菜到周边农贸市场，有金丝白、生菜、皇帝菜等十多个品种。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宁远 图/文

海口：

忙生产 保供应

儋州体育中心项目
施工进入收尾阶段

3月31日，在儋州市体育中心项目工地，工人正有序推进设备进场调试、周
边环境整治、整体氛围营造等收尾工作，确保赛事场馆高质量如期投入使用。

据了解，儋州市体育中心是海南首个装配式体育场馆，装配率达51%，将作
为2022年海南省第六届运动会开闭幕式主场馆。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本报海口4月2日讯（记者李磊）
4月2日，省长、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指挥部总指挥冯飞在海口主
持召开指挥部视频调度会议，听取全省
疫情防控最新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
步工作。

冯飞指出，要坚持全省一盘棋，统筹
调度全省资源，以战时的精神状态和工
作状态，全力做好各项疫情防控工作。
要以“增量管住、存量清零”为目标，进一
步做好重点涉疫区来琼人员排查管理工
作。要善于从前期防控工作的具体案例

中发现问题，及时补齐工作短板。要继
续加大方舱医院、隔离点建设力度，提升
应急处置能力。清明节假期期间要严格
做到人员不聚集。要进一步保障物资供
应，严厉打击哄抬物价等违法行为。

王路、符宣朝参加会议。

冯飞主持召开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
视频调度会议要求

以战时精神状态和工作状态
全力做好各项防控工作

A05A03

我省物资保障情况如何？省商务厅解答——

岛内蔬菜储备充足 岛外调运渠道通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