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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了，那厚重温暖的声音犹在我们耳畔萦绕，
那深沉炙热的大爱依然令十三亿人感怀心动——

“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
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
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
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
活得更好。”三年前，刚刚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
近平面对中外记者庄重承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道行致远、不忘初心。三年来，1000多个日日
夜夜，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情牵百姓、心
系民生，夙兴夜寐筹谋方略，跋履山川舟车奔忙。

三年来，习近平亲自主持召开的20次中央深改
组会议，内容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
的各个领域，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让人民过上更美好
的生活。

三年过去，一份沉甸甸的民生成绩单摆在我们
面前：

教育更加公平。2015年，我国教育改革发展迈
上新台阶，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93%，普及程度超过
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0%，
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提前实现了国家教育
规划纲要提出的2020年目标。

就业保持平稳。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国家坚持
守住就业底线，优化创业环境，扶持就业创业的财税
金融等优惠政策密集出台，三年来就业计划任务年
年超额完成。2015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312万
人，全面完成城镇新增就业1000万人以上、城镇登
记失业率控制在4.5%以内的目标，全国新登记企业
443.9万户，同比增长21.6%。

收入持续增加。GDP增速“破七”，收入增速“超
七”。随着收入分配改革的推进，近两年来，居民收
入增速稳稳跑赢GDP。2015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实际增长7.4%。更为可贵的是，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持续高于城镇居民。

保障扩面提质。目前，我国职工医保、城镇居民
医保和新农合参保人数超过13亿，参保覆盖率稳定
在95%以上。城乡居民基本医保财政补助标准由
2012年人均240元提高到2015年的380元。基本
医保、大病保险、疾病应急救助、医疗救助等相互衔
接的机制逐步形成。

看病趋于方便。到2015年10月，全国31个省
区市均出台县级公立医院改革方案，4148家县级公
立医院推开综合改革。城市公立医院改革试点扩大
到100个城市。分级诊疗制度建设逐步推进，明确
到2020年基本建立符合国情的分级诊疗制度。

居住不断改善。“十二五”期间，保障房建设驶入
快车道，到2015年9月，我国保障性安居工程总开
工量已达到3915万套，超额完成“十二五”规划要
求。

环境得到保护。2015年，首批实施新环境空气
质量标准的74个城市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
14.1%，全国地表水国控断面劣V类比例由2010年
的15.6%下降至8.8%，“十二五”主要污染物减排任
务已提前完成。

三年来，经济下行寒意阵阵，但民生改善却从未
停滞，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不断增强。

这份民生答卷，浸透着党中央浓浓的民生情怀，
更镌刻着他们坚毅有恒的改革足迹。

“让广大农民都过上幸福美
满的好日子，一个都不能少，一户
都不能落”

全面小康的发展目标，五位一体的发展布
局，共建共享的发展宗旨，构成了十八大以来民
生改革的新主线

新年伊始，冬日的山城重庆暖意融融。“在整个
发展过程中，都要注重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让
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广大人民群众，使人
民群众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习近平总
书记的亲切话语温暖着百姓的心窝。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脚步踏遍祖国
大江南北，察细微处、关枝叶情，一系列人民群众
最关心的改革事项稳步推进。其中，强调覆盖全
体人民、谋求全方位改善、实现全民共享的这条主
线分外鲜明：

——守底线、强基础，民生改革坚持全覆盖。
“让广大农民都过上幸福美满的好日子，一个都

不能少，一户都不能落。”“让几千万农村贫困人口生
活好起来，是我心中的牵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
平总书记多次到我国最贫困、最落后的地区，察真
情、看真贫。太行山区贫苦人家的土炕上，湘西苗族
兄弟的火塘边，都留下了他的身影。

全面小康，不让任何人掉队。“我们要立下愚公
移山志，咬定目标、苦干实干，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确保到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
全面小康社会。”动员令已经下达，一份份满载牵挂
的援助，正穿山越岭，风雨兼程。

一个社会的温度，取决于“底线”的刻度。三
年来，城乡居民养老、医疗等保障水平不断提升，
多项扶助低收入群体、残疾人群体的政策出台，最
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临时救助等制度第一
次以行政法规形式予以明确……民生领域“冰点”
正在消融、“难点”开始破题、“底线”加紧筑牢，“保
障网”更为坚实。

“10年前我曾得过一次肝病，医疗费全自付，借
了好几万元。”得益于大病保险制度的建立，正在住
院治疗的重庆大病患者李朝群如今能够安心养病，
他对未来满是憧憬。

十八大以来，我国民生改革领域出现了一个频
繁使用的词汇——“并轨”，从城乡养老并轨、社会救
助并轨到住房保障并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逐步
实现从碎片化到一体化，消除居民身份、地域差别，
社会保障基础进一步夯实。

——谋全局、共发展，民生改革坚持五位一体。
从天安门向东20公里，是北京的行政副中心通

州区。“我们北面是大运河公园，往南是奥体公园，东
边是刚建的潞城中心公园。”身居绿色的大氧吧，令
河畔丽景小区的居民们自豪不已。

全面小康，老百姓不仅要吃得饱、穿得暖，更要
活出高质量、精气神。十八大以来，户籍改革有了实
质性推进，为填平城乡鸿沟、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进

程、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扫除障碍；“大气
十条”“水十条”接连落地，“土十条”加紧制定，使建
设青山常在、清水长流、空气常新的美丽中国有了铁
腕“护法”；司法体制改革试点扩面，公开、透明的举
措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
公平正义”……经济保持中高速、民主政治新气象、
文化事业大繁荣、社会建设求创新、绿水青山总相
宜，生活在今天的人们，亲眼见证着社会全景式的变
革，亲身体验着民生“五位一体”全面改善。

——破藩篱、促公平，民生改革坚持共建共享。
“如果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如果

不能创造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甚至导致更多不公
平，改革就失去意义，也不可能持续。”十八大以来，
民生改革勇于打破固有利益格局，充分回应百姓公
平诉求：多个省份实施随迁子女“异地高考”，让社会
成员获得“起点公平”；国企高管降薪、机关事业单位
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出台，使居民“收入公平”向
前迈进一大步；工商登记制度改革、对小微企业减免
税费，让“弱者”在市场竞争中拥有“机会公平”……
每一项重大政策的出台，都给万千家庭送去摸得着
的好处、带去热腾腾的希望。

“打破制度藩篱、促进公平正义，经济发展更加
强调共享、强调获得感，这些理念和政策的落实，让
普通百姓更多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中国劳动学
会副会长苏海南说。

“从实际出发、从具体问题
入手，见物见人，什么问题突出
就着重解决什么问题，使改革落
地生根”

回应百姓关切，政策靶向更准、出台时点更
准、管理手段更准，是十八大以来民生改革政策
的新亮点

“关键是要找准路子、构建好的体制机制，在精
准施策上出实招、在精准推进上下实功、在精准落地
上见实效。”十八大以来，民生改革面对的都是“难啃
的硬骨头”，要打通堵点、疏导痛点、治理盲点，“攻
坚”火力必须找准落点。

——政策靶向精准，因症施治除顽疾。
湖北孝感的乡村教师刘向东和刘新涛没有想

到，他们和山村里3名小学生的命运，会因为一次会
议而改变。

2015年4月，中央深改组第11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 年）》，明
确要把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
位置。这一计划令330多万乡村教师和4000多
万乡村学生受益。时隔不久，在中央深改组第15
次会议上，又审议通过《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
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工作专项督导办
法》。农家娃上学的议题连续两次出现在中央深
改组会议上，正是中央为“扶贫必扶智”而寻找政
策突破口的真实写照。

十八大以来，一系列民生“顽疾”被因症施治：

直面居民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持续深化公立医
院改革；回应百姓对食品安全关切，修订《食品安全
法》；降低居民生活成本，推动电信、公共交通、水电
煤气等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价格改革……

民有所呼，政有所应；民有所求，政有所为。某
些改革虽然在争论中艰难推进，天平最终总是倾向
百姓这一边。

——政策时点精准，好政策送来及时雨。
“现在增值税可以免交，所得税也减半征收。”河

北省廊坊市易盟网络公司总经理崔德鸿感慨，“我赶
上了创业的好时候！”

十八大以来，适应经济新常态要求，中央将民生
改善作为破解许多发展难题的“金钥匙”。“一分钱注
册公司”“三证合一”、取消企业年检……政策松绑、
政府让利，千万家“网店”“平台”在创业创新的时代
大潮中应运而生，不仅为经济发展增添动力，也让更
多人拥有了改变命运、人生出彩的机会。

全面放开两孩政策，不早也不晚。“人口计划
生育政策的调整，是国家根据人口与经济社会发
展形势，完善人口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南开大
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表示，选择此时调
整政策，既有利于缓解人口结构老化，又有利于提
升人口素质。

——政策手段精准，用市场力量解决民生难题。
“一把年纪了，还赶了回时髦。”山东济南甸柳新

村街道第二社区的老人闫翠娥笑着说，社区替她购
买了每月20个小时的居家养老服务，“打扫卫生、洗
衣、做饭、聊天，都有人来家里。”

民生事业管理方式、服务手段的创新，成为十八
大以来民生改革的另一个亮点。“政府买服务”、PPP
等热词不断涌现，政府借力市场弥补养老、医疗等公
共服务缺口，满足百姓需求，又为这些社会机构提供
了发展空间，多方共赢格局初显。

“推出一批能叫得响、立得
住、群众认可的硬招实招”

实实在在的财政投入，务求实效的考核指
向，利民为本的统筹安排，是十八大以来民生改
革实践的新气象

“要像抓经济建设一样抓民生保障，像落实发展
指标一样落实民生任务，民生工作面广、量大、头绪
多，一定要注重稳定性、连续性、累积性，一件事情接
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一任接着一任做。”

“要发扬钉钉子精神，不能虎头蛇尾、半途而废。要
一诺千金，说到做到。”十八大以来，民生改革出实
招、干实事、求实效。

——节流开源增投入，把“发展的实惠”送到百
姓手中，财政投入向民生倾斜：

近年来，在经济新常态下，财政收入由高速增
长转为中低速增长，但对民生领域的投入力度不
降反增。2011至 2014年，在全国财政总支出中，
教育、医疗、社保和就业、住房保障这几项与老百
姓生活直接相关的支出，从 38551 亿元增长到
53873亿元，增幅将近40%，超过同期全国财政总

支出的增幅。
一笔笔真金白银按时拨向民生工程：2013年中

央财政拨款5亿元建立疾病应急救助基金，拨款
22.6亿元救助艾滋孤儿；2012至2015年中央财政
拨款600多亿元用于“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
计划”；农业保险补贴品种增至16个，各级财政补贴
资金已占保费80%左右……

改善民生，钱从哪里来？遏制公款消费、停建政
府性楼堂馆所、减少一般性政府性支出，把财富蛋糕

“大头”分给百姓；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
比例，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盯住“最后一公里”，自上而下真抓实干，干
部考核先看民生成果：

简政放权指标刚性，一竿子插到底，用政府权力
的“减法”换取民生改善的“乘法”。

2013年以来，国务院共取消和下放800多项行
政审批事项，一站式办理、信息公开、阳光操作……
简政放权“先手棋”步步为营、招招对路，百姓切实受
惠。

政绩考核以民为本，一锤子定音，让政府“答卷”
跟百姓获得感对标。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干部好不好不
是我们说了算，而是老百姓说了算。”

2013年，重庆市把解决好民生问题作为对各级
领导干部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2014年起，沈阳市
在各部门绩效考评打分过程中，取消GDP增速奖，
增设环境保护等民生领域改善的奖项……十八大以
来，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和实绩
作为考核干部以及政府工作的“标准答案”，已成为
多地、多部门的自觉行动。

鼓励基层大胆创新，一路师傅一路拳，把顶层设
计和基层首创结合起来。公租房“租改售”、农房保
险、积分入户等民生改革试点的好经验得以不断推
广，民生改革吸纳更多群众智慧与基层经验。

——突出民生导向，注重各领域协调统筹，遇到
“复杂问题”先算民生大账：

“遇到关系复杂、牵涉面广、矛盾突出的改革，要
及时深入了解群众实际生活情况怎么样，群众诉求
是什么，改革能给群众带来的利益有多少，从人民利
益出发谋划思路、制定举措、推进落实。”十八大以
来，党中央将民生改善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路径导
向，注重各领域协调统筹，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改
革共振效应，避免某些改革步调失衡导致百姓利益
受损。

“以前都是从劳动力流动的角度讲我们农民工
进城的事儿，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上，总书记特意
把户籍改革、降房价这些问题放到一块儿谈，把我们
当‘新市民’看。”在京务工的河南农民陈尧舜说，“这
样的政策更周全，更贴心，让人觉得日子更有奔头！”

北国梅花凝香待放，江南金桔含瑞迎新。站在
“十三五”开局的门槛上，我们瞩望未来，民生建设面
临新的挑战。“惟其艰难，才更显勇毅；惟其笃行，才
弥足珍贵”。未来5年，我们将继续把民生改善放在
发展首位、贯穿改革始终，全面解决好群众关心的就
业、收入、社保、食品安全等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
获得感、更强的幸福感。

明天，会更好！
人民日报记者 曲哲涵 吴秋余 冯华

（新华社北京1月27日电）

让人民对改革有更多获得感
——十八大以来民生改革新实践新举措新成果综述

债权申报/债务清偿公告
文昌鲁海水泥实业有限公司各债权人/债务人：

文昌鲁海水泥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昌鲁海”）股东已将
其持有的文昌鲁海100%股权转让，就债权申报/债务清偿有关事项
公告如下：

一、请文昌鲁海的债权人于本公告限定期限内申报债权，具体
要求如下：1、向以下联系人领取《债权申报表》，按照申报表要求填
报一式两份，分别送（寄）至以下联系人：（1）文昌鲁海联系人：杨晓
红，联系方式：13807680881，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海甸岛六
东路塞维阳光。（2）股权受让方联系人：邢璐，联系方式：68571588-
8105/15008985506，地址：海南省海口市滨海大道85-87号天邑国
际21楼。2、申报债权范围：截止债权申报日（债权人向文昌鲁海申
报债权之日）尚未清偿的债权。债权人申报债权时请务必向股权受
让方申报一份，方便核实债务以便安排债务清偿。

二、请文昌鲁海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于本公告限定期限内向
公司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三、债权申报/债务清偿期限：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
特此公告

文昌鲁海水泥实业有限公司
2016年1月28日

海南省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公告
（2016）琼9029财保1号

本院依据（2016）琼9029财保1号民事裁定文书于2016年1

月25日查封了被申请人海南保亭华唐风情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名下，位于保亭县保城东河西岸滨河西路西侧保亭县民族风情一

条街的房屋所有权【房产证号：保亭县保房字第20131903号（面

积2788.38平方米）、保房字第20131904号（面积3237.61平方

米）、保房字第20131905号（面积3492.70平方米）、保房字第

20131906号（面积3976.24平方米）、保房字第20131907号（面

积4113.69平方米）】。上述财产已由有关部门协助本院登记查

封，在查封期间内，非经本院同意，任何人不得对被查封的财产有

转移、隐匿、损毁、变卖、抵押、典当、赠送等处分行为，否则，本院

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如对本院查封上述房产权属持有异议

者，请在公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并提供相关证

据材料，逾期本院将依法处理。

特此公告。

二O一六年一月二十六日

招标公告
一、项目名称：海口五源河休闲度假区首期项目
二、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本项目位于海口市长彤路与南海大道

交汇处，包括五星级酒店、风情广场（文化艺术中心、婚礼礼堂、广场餐
吧）、低层住宅等。总建筑面积4.7万平方米，其中五星级酒店和风情
广场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低层住宅建筑面积2.2万平方米。项目
估算总投资40000万元，招标控制价为2200万元。计划工期：60日

历天。招标范围：概念性方案设计、中标后进行初步设计、深化施工图
设计。质量要求：满足国家现行设计标准及规范。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投标人须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具备建设行政
主管部门核发的建筑行业（建筑工程）设计甲级及以上资质，并在人
员、设备、资金方面具备相应的设计能力。投标人拟派项目负责人要
求在本单位注册的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执业资格，同时具有工程师职
称。具体事宜详见海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和海口市建设工程信息
网。联系人：田小姐0898-68526280黄小姐0898-68539829

北部湾公馆项目建筑设计方案变更规划公示启事
海南宇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拟建的“北部湾公馆”项目位于国贸

二横路西侧。该项目（原为停缓建项目）2011年2月获得《建筑工程规划
许可证》,现申请建筑设计方案变更，变更方案不涉及容积率、建筑密度等
规划指标及退线的改变，基本符合要求。因涉及物权问题，为广泛征求
相关权益人与公众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予以批前公示。1、公示时

间：10个工作日（2016年1月28日至2月15日）。2、公示地点：海口规划
网站（www.hkup.gov.cn）;建设项目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
子邮件请发送到：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长滨路
第二行政办公区15栋南楼2047房海口市规划局规划建筑技术审查二
处，邮编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
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77，联系人：王雅。

海口市规划局
2016年1月28日

各有关单位：
海口港新海港区汽车客货滚装码头一期工程进出港航道经勘察

设计、施工和扫海测量，于近期通过交工验收并交付使用。现将该航
道技术参数通告如下：

海口港新海港区汽车客货滚装码头一期工程进出港航道从3#警
戒区边界相交处A点至汽车客货滚装码头一期工程防波堤口门处D
点，航道总里程9273米。该航道包含进出港主航道（A-B段）和支航

道(B-C段和C-D段)，其中主航道（A-B段）方位角175°50′41″
至355°50′41″，航道里程8132米，通航宽度500米；支航道（B-C
段）方位角116°14′18″至296°14′18″，航道里程766米，支航
道（C-D段）方位角67°14′18″至247°14′18″，航道里程375
米，支航道在防波堤口门处最小通航宽度为222米。该航道设计底标
高-6.9米（当地理论最低潮面），满足1万总吨客货滚装船全潮双线通
航，具体航道技术参数见下表：

若发现航道有异常变化，请及时报告海南省港航管理局 联系电话：0898-66100613
海南省港航管理局
2016年1月25日

海口港新海港区汽车客货滚装码头一期工程进出港航道通告
琼港航通（2016）1号

海口港新海港区汽车客货滚装码头一期工程进出港航道技术参数表

航段

主航道（A-B段）

支航道（B-C段）

支航道（C-D段）

转向
点

A
B
B
C
C
D

位置（2000国家大地坐标）

东经（E）
110°07′31.32″
110°07′51.95″
110°07′51.95″
110°08′15.62″
110°08′15.62″
110°07′27.51″

北纬（N）
20°07′36.26″
20°03′12.54″
20°03′12.54″
20°03′01.55″
20°03′01.55″
20°03′06.29″

通航宽
度(m)

500

222

长度(m)

8132

766

375

设计底标高（m）
（当地理论最
低潮面）

-6.9

弯 曲 半
径（m）

635

主编：符王润 美编：陈海冰 专题

“你们这服务真是太好了，而且医院的收费与省
市三甲公立医院是一样的标准！”在省肿瘤医院一楼
大厅里，不少患者刚进门不久便发出这样的感叹。

因为从你走进医院的那刻起，便有面带灿烂微
笑的导诊，全程跟着将你带到诊室、检查室、交费处
……你再不用担心在这家偌大的医院内晕头转向。

这仅仅是省肿瘤医院服务患者的众多举措中的
一个环节。

“在这住院，医护人员就跟家里人一样！”1月22
日，在省肿瘤医院肝胆外科病房内，来自哈尔滨的患
者于女士激动地说道。

于女士患有胃部和结肠肿瘤，寻遍名医。当她得
知参与多项美国国立卫生院肿瘤研究课题、曾在弗吉尼
亚大学肿瘤中心和华盛顿Inova医疗系统微创外科中

心从事外科工作、有超过8000例手术经验的肝胆外科
专家李铎来了海南省肿瘤医院后，于女士便跟了过来。

“我相信李主任的技术，所以从哈尔滨专门跑过
来。”于女士说，她也去过了不少医院，但像海南省肿
瘤医院这样好的环境和这样好的服务态度还是第一
次遇到。

“在这里看不到医护人员有不耐烦的情绪，他们每
天都是笑脸盈盈，自己心情也好多了。”于女士说道。

于女士家人特意给记者展示了病房里的一张沙
发椅。“我们从没见过医院病房里还配沙发的，而且
这沙发拉开就是床，我们这些外地来的患者家属，不
需要再睡折叠床，也不需要花钱去外面租房子，真是
太贴心了！”于女士家属说道。

来自四川在海南打工的唐先生，陪妻子到省肿

瘤医院看病 ，“来对了！“是唐先生发自内心的感受。
“这里住院的条件很好，设施全是新的，病床也

是全自动调节的，有电视、有沙发、有独立卫生间，两
个床位的病房，每天才收80元床位费。”唐先生说，
80块的床位，竟然还包了病人的一日三餐。

“这比住在其他医院还要省钱！”唐先生说：“海
南省肿瘤医院的医生不仅医疗水平高，而且服务态
度很好，每天两次查房，对病患像亲人一样，照顾细
致入微。李铎主任还耐心教我妻子如何咳嗽、如何
吐痰，才不会引起伤口疼痛。”

两位患者交口不绝地称赞海南省肿瘤医院的医
护人员，为他们重塑了生命，重燃了生活信心，感激
之情溢于言表。

其实，省肿瘤医院的服务贴心，体现在各个细

节。
走进省肿瘤医院，内墙主体颜色是淡淡的天蓝

色，看上去宁静、清新，从颜色的心理学来说，天蓝色
可以让人放松、自在愉悦，有利患者康复；医院精心
设计，所有通道满足无障碍尺寸要求，保证患者坐上
轮椅能进出医院所有地方——细微处见精神，这些
有温度的设计都在向患者传输着温暖和关怀。

“这是气动装置，院内使用的药物等就从这个管
道输送，避免了护士各个楼层间穿梭取送药物，提高
了护士的工作效率，把更多时间用于陪伴照顾患者，
还规范、优化了就医环境。”省肿瘤医院业务副院长
刘韦淞详细介绍医院人性化的设计。

除了这些细节，每间手术室外都有两道沉重的
大门，可有效隔绝外部声音，两道门中间有一个专供

医护人员二次消毒的小房间，医护人员进入第一道
大门要再一次消毒才能真正进入手术室做手术，确
保无菌操作。当人靠近手术室时，手术室的大门会
自动无声地打开，原来门外墙角处安装了感应器，这
种设计一是避免医生手持器械，不方便开门，二是避
免进手术室前已全身消毒的医生，再次用手开门，可
能会接触细菌；进入手术室后，大门又自动无声地关
上。尽管海南地处热带亚热带，省肿瘤医院还是不
惜投入资金，安装了暖气，让手术室始终保持在
24℃恒温。“这是做手术的最佳温度条件，也是患者
感觉最舒服的温度，有利于术后恢复。”

省肿瘤医院开诊后，除了正常的医疗服务，还开
设咖啡屋、阅览室等，尽量淡化医院过去给人沉闷压
抑的印象，让患者轻松治病，愉快康复。 （小可）

患者：省肿瘤医院温暖如家

治国理政新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