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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今天从省公安
厅了解到! 我省公安机关网上追逃专项督
察"清网行动#再传捷报!经全省公安干警
不懈努力!"清网行动$实现新突破%截至目
前!抓获各类网上逃犯 !!"!人!行动前全
部网上在逃人员 #$%落网! 排名居全国第
九位%公安部日前做出批示!对我省公安机
关"清网行动$战果予以高度评价!并奖励
&$$万元给我省公安机关"清网行动$功臣%

省长助理&省公安厅厅长贾东军要求!

全省公安机关要再接再厉!坚决实行"有逃
必抓$!最大限度抓捕逃犯!用两个多月时
间! 今年年底前全力以赴完成行动前网上
在逃人员 '$%落网的任务目标%

据悉!当前全省公安机关"清网行动$

进入决战阶段!省公安厅党委班子全体成
员亲自包点市县公安局! 督办 "清网行
动$!各市县公安机关一把手亲自包点!组
织追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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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从省公安厅了解到!我
省公安系统近万民警今天参加了全省首次
民警执法资格考试% 按照省公安厅相关规
定!今后执法民警只有通过考试取得执法资
格才能上岗%

今天上午 "时 ($分! 海口市公安局美
兰公安分局民警李高丞!拿着身份证&警官
证&准考证早早来到海南大学考点!参加全
省公安民警执法资格考试% 与李高丞一样!

今天全省有 )&$$多名民警!分别在 **个考

点 +$$个考场参加考试%

据省公安厅法制处负责人介绍!为提
高民警的法律素质和执法水平!保障公安
机关既严格&公正&规范执法!又理性&平
和&文明执法!去年公安部制定了'公安机
关人民警察执法资格等级考试办法(% 该
办法从今年 & 月起施行% 该办法明确规
定) 人民警察必须取得基本级执法资格!

未取得基本级执法资格的!不得参与执法
活动%

记者了解到!公安民警执法资格考试分

为基本级&中级&高级三个等级%考试晋升采
用逐级升级方式!民警申报上一级执法资格
等级考试的!应当先取得下一级执法资格等
级%

*全省公安机关所有在编在职民警必须
全部参加基本级执法资格等级考试!考试没
有通过的则必须补考!直至合格为止%$该负
责人表示!未通过基本级执法资格考试的民
警!要取消其执法办案资格%

据悉!考试内容分公共科目和专业警种
科目% 公共科目包括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法

律基本概念&宪法&人民警察法等 &*项考试
内容%执法资格等级考试主要测试应试人员
应当具备的法律知识和从事公安执法工作
的资格等% 此外!刑事侦查&经济犯罪侦查&

治安管理&出入境管理&交通管理&禁毒&消
防等 '个业务警种民警! 除上述内容外!还
包括警种专业知识与案例评析&执法办案操
作规程等内容%

今天因为值班&执勤&出差&办案等未能
参加考试的我省民警!将在 &$月 +$日参加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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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病不出岛$ 一直是海南人的健康梦
想%因为琼州海峡阻隔!遇上危重病症!如果本
省医疗技术不能满足患者需求!那患者家属就
面临两难选择!出岛治疗!不仅费用高!而且转
移病人面临种种不便和风险+不出岛!则只能
看着亲人经受病痛之苦和死亡的威胁%

'海南省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
期重点工作实施方案,*$$),*$&&年-(将培养
引进高端医疗人才和技术! 提高医疗服务能
力!作为我省新医改的重要内容来建设% 新医
改实施 +年来!我省的医疗服务水平的确大大
提升!近日!记者走访了海南省人民医院&海口
市人民医院!发现过去许多我省不能医治的疑
难杂症能治了!不能做的手术能做了%*大病不
出岛$不再是梦想!它正在变成美好的现实%

&$月 *&日上午!'*岁的符气电老人静
静地躺在病床上进行康复治疗% 此前一天!

海口市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夏鹰博士为
他成功进行了脑垂体瘤微创手术%夏鹰曾是
上海市闵行区领军人才!*$$) 年 ' 月被引
入海口市人民医院%

脑垂体瘤微创手术属国际领先技术!创
伤小!恢复快%以前!脑垂体瘤患者需要开颅
治疗!住院 *个星期!花费 (万多元!海南许
多患者选择了出岛治疗%现在!通过*从鼻子
走微创$的手术及实施国家卫生部规定的临

床路径!在海口市人民医院进行脑垂体瘤手
术患者的医疗费用降至 *-$$$元左右!住院
时间则缩短至一周%从 *$$)年 &$月至今受
益患者近百人%

而不久前省人民医院也利用微创技术!

为一名 ''岁患者成功实施了腹主动脉瘤手
术%省人民医院血管外科主任肖占祥博士便
是该院引进的高端医疗人才之一!手术由他
主刀%他告诉记者!患者不仅高龄!还有高血
压&脑梗塞等多种老年性疾病!且腹主动脉
瘤直径一旦超过 (.- 厘米! 手术风险非常
大%

患者家属一直不相信海南能做好这么
复杂的手术! 打算将患者送到广州去治疗!

但身体虚弱的老人实在难以承受长途之苦!

只好到省人民医院接受手术%肖占祥利用微
创技术!术后 &$天!患者就康复出院了% 血

管外科是省人民医院新成立的一个科室%肖
占祥告诉记者!*新成立这个科室!主要是为
了解除四肢&胸腹部&颈部血管疾病患者的
痛苦!尽量不让患者出岛治疗!减轻他们的
负担%$该科室成立以来!收治各类血管疾病
患者 )+例!)$%以上的病人经过治疗!有明
显好转或痊愈% 该科室成立后!为我省 *名
颈动脉完全闭塞&并有脑梗塞的患者!成功
实施颈动脉内膜剥脱术!填补了省内颈动脉
支架手术项目的空白%

新医改三年里!我省三甲医院都加大了
学科建设力度! 每年将医院业务收入的 +%

用于科研投入!不断提高医院大病&疑难杂
症的诊治能力!努力将公立三甲医院建设成

我省集医疗&科研&教学&保健为一体的疑难
急危重症诊治中心% 去年以来!省人民医院
先后成立了血管外科&乳腺外科两个新的科
室! 还规划在今年新增 (,'个省重点学科!

组建新的大内科%该院其他重点学科建设也
不断有好成绩!比如!肝胆外科开展了单孔
腹腔镜阑尾切除术&胆囊切除术!填补了我
省此项目空白+腔静脉前绕肝悬吊的前入路
右半肝切除手术为我省首例!标志海南肝脏
手术技术达到国内先进水平%海口市人民医
院在生命禁区开展的颅脑*锁孔$手术&肝癌
半肝切除等先进的治疗技术!填补一系列省
内空白!有些还达到了国内外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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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下午!海南省国际文化交流中心
与泰中文化经济协会在海口签署文化交
流友好合作意向书! 结为友好合作单位%

双方约定共同建立泰国和海南省文化经
济交流与合作的平台!积极在文化经济相
关行业的交流与合作中发挥桥梁作用% 这
是海南日报记者今天从省国际文化交流中
心获悉的%

&$ 月 *$ 日.*+ 日! 泰国前副总理&

泰中文化经济协会会长披尼率泰中文化
经济协会代表团一行 &#人访琼% 代表团
拜会了我省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参
加 *海南.泰国文化经济交流洽谈考察
活动$!推动双方在文化&教育&经贸等领
域的合作%

据介绍!*海南...泰国文化经济交流
洽谈考察活动$ 是海南省国际文化交流中

心 *$&&年度的对外文化交流项目% 活动
中! 泰中文化经济协会代表团与我省文体
厅&外事侨务办&旅游委&商务厅&农业厅&

文联以及海南大学等单位的代表进行洽谈
交流!探索双方开展文化&体育&教育&商
务&旅游&农业&航空&投资等方面内容的交
流合作方式%

经过洽谈协商! 双方将在旅游方面
挖掘旅游合作资源!推动两地民众旅游
互动!促进旅游合作与发展+在文化体
育方面!将积极开展具有两地特色的文
化& 艺术演出展览以及排球& 拳击&帆
板 & 足球等体育项目比赛和训练活动
等%

此外! 双方将扩大教学交流活动!互
派教师&学生进行文化交流!加强进修留
学& 学历教育以及有关专业技能的中短
期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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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海重点项目完成投资近 5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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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工程&万泉河南路市政工程&沙美内海旅游
道路工程& 嘉积豪华路改造工程等一大批项
目的开工建设或完成! 琼海市重点投资项目
有序推进!进展态势良好!有力地拉动了该市
的经济发展%据统计!琼海市今年确定重点项

目 !"#个!年度计划完成投资 $%亿元% 今年
!至 &月已开工项目有 %'个! 开工率 %(%!

完成投资 )&.'亿元!同比增长 *(%%其中!!&

个项目已完成或超额完成年度投资计划%

据介绍!该市列入重点投资计划的政府
投资项目 ($个! 其中省级以上全额投资项
目 *个!市级财政投资项目 (%个%以上项目

开工 #*个!开工率 ((.*%!完成投资 &.*亿
元%其中基础设施项目开工 !'个!完成投资
%.((亿元+ 保障性住房项目 (个全部开工!

完成投资 !.&亿元+ 农村& 农业项目开工 (

个!完成投资 *!#(万元+教育卫生体育项目
开工 #个!完成投资 )'!#万元%

该市列入重点投资计划的社会投资项

目 )(个!开工 #(个!开工率 ''.$%!完成投
资 )".$亿元!占年度计划的 $"%% 官塘至红
石!回 **"千伏线路工程&潭门渔港二期工
程&鑫海管桩新型建筑材料生产基地等基础
设施项目和 *&个房地产项目及万泉乐城太
阳与水示范区等 #个旅游项目的顺利进展!

为该市经济稳步增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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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在第八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举办期间!

今天下午! 琼桂两省区会展交流座谈会在
广西南宁举行% 海南日报记者从会上了解
到! 琼桂两省区今后将进一步加强会展业
的合作! 并将尽快联合在东盟国家举办琼
桂商品博览会%

在去年琼桂两省区共同签署的 '实施
/关于深化广西海南两省区合作的会谈纪
要0*$&$年至 *$&&年重点工作(中!重点工
作任务包括两省区会展业主管部门& 相关
企业建立沟通交流&定期互访机制+联合在
东盟国家举办琼桂商品博览会! 组织两地
企业参展%

根据会谈纪要! 来自琼桂两省区商

务部门& 会展企业等单位的代表今天汇
聚一堂!交流在办展&政策支持等方面的
会展业发展经验! 并就在东盟国家共同
举办桂琼商品展览会进行了沟通和交
流%

据了解!在赴东盟国家办展方面!广
西近年来积极支持会展企业*走出去$办
展!已相继在印尼&越南举办了中国广西
,印尼-商品博览会&中国广西,越南-商
品博览会% 琼桂两省区商务部门有关负
责人均表示! 琼桂两省区会展业沟通交
流机制的建成! 是桂琼两省区会展业发
展的新机遇! 双方将积极促成在东盟国
家联合举办商品博览会! 推动两省区会
展业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