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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出台方案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和美育工作，
逐步提高中考体育分值

小学一二年级每周 4 节体育课
本报讯 日前，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深化体教融合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
育工作的实施方案》和《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实施方案》，提出多项重点任务，加强
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和美育工作。其中包括完善初中毕业生体育考试方案，改进中考体育测试内容、方
式等，
逐步提高分值。探索将艺术类科目纳入初、高中学业水平考试范围。
记者 林文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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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一二年级每周上 4 节体育课
《关于深化体教融合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
体育工作的实施方案》
（以下简称《体育方案》
）提出 20
项重点任务，明确到 2022 年，配齐配强体育教师，开齐
开足体育课。到 2025 年，
“ 小眼镜”
“ 小胖墩”逐渐减
少，初步形成“一校一品”
“一校多品”的学校体育发展
格局，中小学生体育与健康总体状况达到全国中等水
平。到 2035 年，基本形成多样化、现代化、高质量的具
有自由贸易港特色的学校体育体系。
《体育方案》要求，严格落实学校体育课程开设刚
性要求。小学一至二年级每周开设体育课 4 课时，小
学三至六年级和初中每周 3 课时，高中每周 2 课时，有
条件的学校每天开设 1 节体育课。中等职业学校总学
时不少于 144 学时。高等院校要把体育纳入人才培养
方案，学生体质健康达标、修满体育学分方可毕业。鼓
励高校和科研院所将体育课程纳入研究生教育公共课
程体系。
《体育方案》提出，要逐步完善“健康知识+基本运
动技能+专项运动技能”的学校体育教学模式。大中
小学校要帮助学生掌握 1 至 2 项运动技能，大力推进
“学游泳、防溺水、懂自救”系统教育工程。各学校组建
体育兴趣小组、社团或俱乐部不少于 5 个。

建设 400 所国家级体育传统特色学校
我省将积极发展具有海南特色的游泳、帆船、帆
板、冲浪等运动项目，建设 400 所国家级体育传统特色
学校，并打造 60 个海南民族传统体育特色学校体育项
目品牌。打造以琼中女足为引领的全国体教融合试验
区。建设琼中女足示范基地，推广琼中女足体教融合
模式。筹建海南师范大学足球学院，逐步升级为海南
国际足球学院。
《体育方案》还从体育教育评价改革方面提出了相
关措施。其中包括，完善我省初中毕业生体育考试方
案，改进中考体育测试内容、方式和计分办法等，科学
确定并逐步提高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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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将艺术类科目纳入初高中学业水平考试
《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实施方
案》
（以下简称《美育方案》
）从课程开设、教学改革、建设专
业化教师队伍等方面提出了 16 项重点任务，明确到 2025
年配齐中小学美育教师和专用教室，初步形成“一校一品”
“一校多品”的学校美育发展格局，中小学艺术教育达到全
国中等水平。到 2035 年，基本形成全覆盖、多样化、高质
量且具有海南自由贸易港特色的现代化学校美育体系。
根据《美育方案》要求，小学阶段音乐、美术课程每周
不少于 4 节课。初中阶段音乐、美术课程每周不少于 2 节
课。普通高中阶段每周不少于 2 节课，同时创造条件开设
可供学生选学的舞蹈、戏剧、戏曲、影视和海南地方艺术等
教学模块，保证美育类 6 个学分的必修课程。中等职业学
校将美育艺术课程纳入 4 个学分的公共基础必修课教学计
划。高等教育学校建立美育教学研究机构，并将公共艺术
课程与艺术实践纳入学校人才培养方案，实行学分制管
理，学生修满公共艺术课程 2 个学分方能毕业。探索将艺
术类科目纳入初、高中学业水平考试范围，依据课程标准
确定考试内容，利用现代化技术手段促进客观公正评价。

创建 80 所省级以上美育示范学校
我省将成立海南省学校美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创建 80
所省级以上美育示范学校，培育不少于 20 个美育名师工
作室，探索在全省重点景区设立 10 个以上艺术创作基地
和小剧场。同时，丰富艺术实践活动。每 3 年举办 1 届省
级学生综合性艺术展演活动，每年举办 1 次省级学生艺术
专项展示。面向全体学生开展艺术社团活动，每个学生至
少参加 1 项艺术活动、培养 1 项艺术爱好、掌握 1 至 2 项艺
术特长。
此外，我省将实施海南学校传统艺术项目提升工程。
其中包括，创建 100 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艺术传承学校和
基地，每年组织不少于 20 场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围绕
黎族织锦、黎族剪纸、黎族陶艺、苗族刺绣、打柴舞等具有
鲜明海南民族特色的传统文化艺术，打造 50 个左右的海
南民族传统艺术特色学校美育项目品牌。

七旬老太
称遭电信诈骗
万宁铁警调查，原是虚惊一场
□记者 沈丽焕
本报讯“警察同志我要报案，我遭遇电
信诈骗了，你们要帮我抓住那群骗子……”9
月 26 日 13 时许，一位操着北方口音的老太
太来到海口铁路公安处万宁站派出所，拉着
执勤民警的手激动地说。
民警介绍，老太太姓李，哈尔滨人，今年
75 岁，是一名退休老教师。今年 9 月初，老太
太从东北来海南度假期间，通过“某某网”订了
一晚 57 元的优惠酒店房间并入住。退房半个
月后，老太太手机突然收到一条扣款信息，提
示已扣除当天的房费。老太太一直认为自己
付款后才住店，现在又被扣款，感觉自己被诈
骗了。老太太电话联系过“某某网”客服，客服
解释称是“先入住后扣款”，但无论如何解释，
老太太就是不信，坚称自己被诈骗。老太太在
派出所里情绪激动，民警多次安抚让其冷静说
明事情经过，老太太却指责民警理解能力太
差，
不相信她。
“受骗金额 57 元”让民警感觉此事很有疑
点。民警耐心劝解老太太，待她情绪稍微冷静
后，让她拿出手机，仔细查看事发前后其个人
账户的变动情况，并没有重复扣款的事实。老
太太不信，认为是骗子采用高科技手段删除了
她当时的扣款信息。民警又帮助老太太查询
微信账单，核实其名下银行卡的资金流向。经
过一笔一笔核对后，老太太这才相信自己并没
有受骗。

20 斤重蟒蛇
闯进民宅吃鸡
保亭消防员捕获后移交林
业部门放生

我省通报第三季度政府网站和政务新媒体抽查情况

5 个政府网站 41 个政务新媒体存在突出问题
本报讯 日前，省政府办公厅通报了今年第三季度政府网站
和政务新媒体抽查情况。9 月 11 日至 18 日，该厅按照《考核指
标》中规定的检查标准，对全省正在运行的 115 个政府网站进行
抽查，发现存在突出问题的政府网站 5 个，抽查合格率 95.7%；对
全省正在运行的 960 个政务新媒体中的 251 个进行了抽查，发
现存在突出问题的政务新媒体 41 个，
抽查合格率 83.7%。
通报指出，部分政府网站内容保障工作不到位。
“海南省应
急管理厅”和“海口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解读回应
栏目更新不及时；
“海口市乡村振兴局”网站机构概况和机构职
能栏目内容为空；
“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政府”网站新闻发布和在
线访谈栏目超过一年未更新。
部分政务新媒体“只建不管”的问题较为突出。微信公众号
“三沙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便民服务栏目存在 4 个错误链接，通
知公告栏目自 2017 年 12 月以来长期未更新；微信公众号“屯昌

县旅游文化公众号”存在 3 个错误链接，
“全景看屯昌”等 3 个功
能菜单无法使用，形同虚设；海南省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开设的
抖音和今日头条账号超过 3 个月未更新；微博“琼中政务”
“乐东
黎族自治县生态环境局”均存在内容更新不及时、关注与工作无
关的微博账号等突出问题。
通报要求，各市县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要夯实政府网站
和政务新媒体监管主体责任，加大对本市县、本单位政府网站和
政务新媒体抽查检查力度，对检查出的问题及时督促整改，并举
一反三，
杜绝不合格问题反复出现。对此次检查通报存在突出问
题的 5 个政府网站、41 个政务新媒体，
各有关市县政府、省政府直
属各有关单位要立即采取有力措施进行整改，对问题较多、整改
不到位的政务新媒体，应及时予以关停，省政府办公厅将对有关
情况进行复核。
记者 林文星

□通讯员 李海英 龙宣儒 记者 钟起的
本报讯 9 月 27 日 22 时许，保亭黎族苗族
自治县新星农场五区四队一农户报警称，一条
蟒蛇闯入家中吃鸡。当地消防员迅速到场将
蟒蛇捕获。
据了解，当时农户听到鸡舍有异响，用手
电筒一照，发现一条长约 2 米、重达 20 斤左右
的大蟒蛇正在用身体把一只鸡缠绕致死，还来
不及吃。蟒蛇发现农户后，迅速把鸡放开，爬
到铁皮房屋檐上。农户不敢自行抓捕，于是拨
打 119 报警。
消防员考虑到蟒蛇属于国家保护动物，在
处置过程中既要保护自身安全，又要做到不伤
害蟒蛇。在现场，一名消防员利用捕蛇器吸引
蟒蛇的注意，并夹住蟒蛇七寸，另一名消防员
上前将蟒蛇的头部和尾部牢牢控制，随后将其
放入蛇笼。昨日上午，蟒蛇已移交给保亭林业
局放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