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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职白沙的中山大学教授刘军强致力于基层医疗事业发展

新闻追踪

博导副县长攻坚
“无医村”
博士服务团风采录
■ 本报记者 李磊
去年 11 月，一纸挂职任命，刘军
强的身份从中山大学教授变成了白沙
黎族自治县副县长。
刘军强说，到白沙之前他阅读了
大量的文献，设想过许多治理难题，并
预先开好了
“药方”。他的哈佛老师的
著作《清单革命》在全球风行。受此影
响，刘军强曾设想把课堂上的激动转
化为现实中的操作，让白沙人民医院
成为中国第一个实行外科手术清单管
理的县医院。
但是现实给刘军强上了一课：白

沙人民医院每年的手术量仅为 300 台
左 右 ，连 基 本 的 对 比 分 析 都 很 难 进
行。不过，这次被迫的放弃却成了新
的起点，从此迈开腿、张开嘴：一有空
就下村调研，
逢人就交流请教。
刘军强发现白沙仍然有 19 个村
没有医生，16 个村没有卫生室。村民
有个头疼脑热，就得翻山越岭去乡镇
卫生院，看大病则要长途跋涉到县医
院甚至外地。刘军强知道该做什么
了，一场针对“无医村”的攻坚战在心
中悄然成形。
没有医生，那就从头培养。刘军
强制定了农村卫生人才提升培养培训
计划，招募一批有志从事乡医的青年，
把他们送到海南省第二卫校进行三年

系统的医学培训，让每个无医村都有
受过科班训练的医生。
为了解决经费问题，刘军强多次
奔赴海口、五指山等地与相关单位反
复沟通，最终解决了项目经费。往返
若干次，晕车的他已对鹦哥岭、阿陀岭
的 300 个弯道免疫。精心设计的“三
不误、四补助、七大待遇”为受训乡医
解决了后顾之忧，刘军强和卫生局同
事亲自跑到各村去做宣传，走进农户
家中解释政策。
辛勤努力最终得到认可，在 9 月
22 日乡医班的开班仪式上，阜龙乡可
任村的卫生员陈壮莲道出了自己的经
历：放弃了村两委干部的竞选和放弃
乡政府专职干部的稳定工作，选择了

参与
“乡医培训班”。
软件解决了，
硬件问题又来了：
白
沙 16 个村子没有卫生室。刘军强走
遍了每一个村，
跟乡镇干部、村支书一
起解决土地问题。这一次，他放弃了
整齐划一的设想，而是灵活地利用老
村委会等已有设施，予以翻新；
实在无
法解决的，则从私人手中购置土地。
这些卫生室将于年底开始翻新建设。
加上经过科班训练的医生，不久的将
来，白沙“无医村”的群众将彻底告别
翻山越岭看病的日子。
白沙偏居琼岛中部，交通不便，
财
政 薄 弱 ，难 以 从 外 引 进 医 疗 卫 生 人
才 。 要找医生 ，必须有“ 非 常规 ”思
路。刘军强将目光瞄准了
“候鸟”
人才

琼中失踪儿童
仍未被发现
警方正全力开展搜寻

这一群体，实施了
“名医汇白沙——候
鸟型医疗卫生技术人才引进方案”。
他亲自到县内各物业楼宇进行政策宣
传，目前已经寻觅到近 30 位“候鸟”医
生，这些医生将作为第一批“候鸟”专
家为白沙医疗卫生事业服务。
同时，
在刘军强的推动下，卫生服
务一体化改革开始试点。乡村医生与
乡镇卫生院签署用工合同，
成为编外聘
用人员，
不仅可以获得县财政发放的补
助、基本补助工资、业务收入和绩效工
资，
而且可以享受医保及养老保险。试
点地区的 21 位乡村医生从
“散兵游勇”
变成了
“正规军”
，
而与他们的事业紧密
相连的是7万多人口的卫生保障。
（本报牙叉 11 月 21 日电）

本报营根 11 月 21 日电 （记者郭畅 通讯员
秦海灵）连日来，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11·19”
2 岁男童失踪案牵动着无数人的心。截至昨晚
记者发稿，
失踪儿童仍未被发现。
目前，琼中县公安局已经迅速组织公安民
警、当地村委会干部群众在村周边、山林里进行
搜寻，对附近水塘进行抽干查找，在集市、交通
道路张贴告示，
收集线索，并立即成立处置工作
领导小组，刑侦、治安、网警、情报等部门及黎母
山派出所迅速启动合成作战机制，按各自职责
分工开展案件侦查工作，还请求省厅和周边市
县力量支援。
同时，
琼中县委常委、
公安局长王伟章带队实
地勘察，
就地召开案情分析会，
根据进展调整工作
方向，
扩大搜寻范围。连日来，
警民通力协作，
力
争在最短时间内查明真相。

海口校园贷诈骗案告破
学校启动爱心助学基金帮扶受骗学生

渔民海上受伤 南一飞成功救助
本报海口11月21日讯 （记者宋
国强 通讯员路瑞霞）11 月 20 日，
交通
运输部南海第一救助飞行队 B-7340
救助直升机在三亚西北约95海里处救
助1名作业时被铁钩砸昏的渔民。
11 月 20 日 8 时 07 分，南海第一

救助飞行队总值班室接到海南省海上
搜救中心救助信息：在三亚市西北约
95 海 里 处 海 域 ，一 艘 名 为“ 桂 北 渔
62288”的渔船上，1 名渔民作业时头
部不慎被铁钩砸中，
情况危急，
需直升
机前往救助。

本报海口11月21日讯（记者郭萃
特约记者刘伟）今天上午，
海口市龙华区
相关负责人受海口市委市政府委托，
前去
看望病倒在一线的社区干部盘丽芬，
并为
其送去了2万元慰问金，
要求相关部门要
做好全方位的服务保障工作。
据悉，盘丽芬是琼中苗族人，从
2005 年至今在龙华区滨海街道盐灶一
社区居委会任民政委员。盘丽芬 2014
年患上严重的类风湿关节炎，
但是她一
直坚持带病工作，尤其是“双创”工作
开展以来，她基本没有请过事假病假，
在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
任劳任怨。近
一个多月来，
盘丽芬频繁出现腹痛的情

9时40分，
救助直升机抵达现场海
域，并很快发现了目标渔船“桂北渔
62288”
。B-7340 救生机组立即展开
施救，
救生员在绞车手操控下顺利下降
到船甲板上。救生员经过检查，
发现渔
民头部被砸受伤昏迷，
为防止渔民吊运

作业中二次受伤，
决定采用担架救援的
方式。10 时 30 分，
B-7340 救生机组
将该昏迷渔民成功接上直升机并返
航。11时，
B-7340救助直升机落地三
亚，
随后，
昏迷渔民被送至三亚市解放
军425医院进行救治。

左图：
救生员在查看渔民的伤情。
通讯员 何贤 摄

本报海口 11 月 21 日讯 （记者陈蔚林 良
子）日前，
海南师范大学发生多起学生被他人诱
导超前消费的事件，先后有多名学生被社会人
员诱导以个人名义网络分期贷款购买电子产品
后由他人代为偿还，但他人无法还款导致网贷
公司催收学生还贷。
接到报告后，
学校成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
研究应对措施并迅速组织全校性排查。据统
计，已确认涉事学生 226 名，共计 252.9 万元贷
款尚未偿还。目前，学校已就这一事件向上级
部门报告并向公安机关报案，目前，
嫌疑人已被
批捕。
据悉，
学校正在启动爱心助学基金帮扶受骗
的部分贫困生渡过难关，
下一步，
学校还将与省金
融办沟通接洽，
请求帮助协调与 P2P 平台的相关
工作，
共商解决对策，
同时继续保持与公安机关、
学生及家长的密切联系，
依法依规妥当处理此事。
警方提示，此类“贷款购买手机”的案件迷
惑性强，不法分子将目标对准高校，
利用高校学
生社会认知能力较差、防范心理弱的弱点行骗，
学生极易上当，
一旦被骗，对手头并不宽裕的大
学生而言更是雪上加霜。广大学生要树立正确
的消费观念，
要通过正规渠道贷款，
不要随意将
身份信息提供给他人，以免上当受骗。

右图：
通过绞车作业，救生员将伤员
顺 利 接 到 救 助 直 升 机 。
通讯员 何贤 摄

社区干部盘丽芬病倒在一线
海口相关部门前去看望，并送去2万元慰问金
况，因为工作繁忙没空检查，
直至近日
疼痛难忍才去医院检查治疗。
盘丽芬每月到手的工资为 1800
元，丈夫黄俊的工资也就 2000 元。扣
除每月1000多元的房租和孩子幼儿园
的费用，
基本没有积蓄。而盘丽芬住院
10多天就已产生4万多元的费用，
高额
的治疗费用让这个本不富裕的家庭雪

上加霜。盘丽芬住院后，
滨海街道的工
作人员自发捐款 1.05 万元。大家都很
希望她能够早日康复，
回到大家身边。
得知该情况后，海口市委市政府
高度重视，
要求相关部门关心、爱护基
层干部，关键时刻为他们排忧解难。
今天上午，龙华区委区政府看望慰问
盘丽芬，并为其送去 2 万元慰问金，现

专题

场敲定帮扶措施。
海口市龙华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将为盘丽芬本人及家属做好全方位
的各项服务保障工作，跟踪落实指派
最好的医生为盘丽芬治疗，尽最大努
力让盘丽芬尽早康复；龙华区民政部
门在盘丽芬获得医保报销之后，将启
动大病救治和临时救助，同时继续对

盘丽芬进行跟踪帮扶；滨海街道将尽
快交接安排好盘丽芬的工作，考虑到
其丈夫黄俊也是街道社区干部同时
要照顾妻子，滨海街道专门指派一名
工作人员协助黄俊工作，减轻工作负
担，同时解决好盘丽芬一家老小生活
上的实际困难，从各种渠道筹集资金
保障好盘丽芬的治疗费用。

张和善同志逝世
海南农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离休干部
张和善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6 年 11
月 1 日在广东省佛山市逝世，享年 94 岁。
张和善，男，河北威县人，1938 年 3 月
参加革命工作，1940 年 3 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主要历任八路军 115 师 344 旅 689 团
二营战士，新四军四师 10 旅 29 团卫生员，
苏北军区、淮海军分区野收所医务员、司
药，东北抗联第五师司药、助理军医、医务
所所长，152 师卫生部药材科科长，华南林
业工程第一师卫生队队长，海南农垦第二
医院副院长、农垦那大医院院长，
建设兵团
五师医院院长，
海南农垦那大医院院长，海
南农垦局卫生处处长，海南区农场工作部
调 研 员 等 职 。 1984 年 8 月 离 休（地 专
级）。享受按副省长级标准报销医疗费医
疗待遇。
中共海南省委老干部
2016 年 1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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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面广、
奖金高、
市县更重视

2016年中国技能大赛海南省技能大赛23日启动
2016 年中国技能大赛海南省技能
大赛将于 11 月 23 日启动。今年大赛的
主题是：开展岗位练兵、树立行业典型、
引领技能发展。主办方旨在通过技能大
赛，在全社会营造“劳动光荣、技能宝贵”
的良好氛围，鼓励全社会劳动者立足岗
位建功立业，引导众多的劳动者积极参
加各种技能培训，大力塑造工匠精神。

亮点

1

参赛队伍多

“今年参赛队伍是历届比赛最多的
一次。”近日，2016 年中国技能大赛海南
省技能大赛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省人
力资源开发局职业技能鉴定处处长宁广
东表示，今年两个比赛的参赛队伍达到
44 支，创历年之最。
据了解，2016 年中国技能大赛海南
省技能大赛共有两大项目，分别是家政
服务和汽车维修，两项比赛分选拔赛和
决赛两个阶段。
■■■■■

11 月 23 日，全省各个市县的选拔赛
将启动，选拔赛将在市县完成，然后选拔
出综合实力最强的队伍参加全省的决
赛。与往年有所区别的是，今年海口、三
亚、儋州三个地级市每个项目可各派两
支代表队，其他市县和洋浦经济开发区
每个项目各派一支代表队。
据介绍，
凡是在我省从事家政服务、
汽
车维修行业的人员，
可在企业或户口所在
市县的人社局（或就业局）报名参加大赛，
由
所在市县组队（各项目每队3人）参加。
“可以说能来参加决赛的队伍都是
我省实力比较强的从业人员。”省家政
协会会长林少莉说，通过层层选拔，不仅
能很好地挖掘优秀家政服务人才，同时
还能促进从业人员的交流，对提升自身
从业技能帮助非常大。
对于汽车维修项目，这是今年我省
规模最大的一次比赛，参赛队伍也是创
历年之最，借助比赛，将选拔出更多汽修
工匠来。

亮点

2

总奖金高达32万元

2016 年中国技能大赛海南省技能
大赛家政服务项目和汽车维修项目均包
含理论知识和技能操作两部分。
据了解，家政服务比赛项目的技能
操作竞赛由家居清洁、家庭餐制作、孕产
妇 及 新 生 儿 护 理 、老 人 护 理 4 部 分 构
成。理论知识及技能操作各单项总分均
为 100 分。个人总成绩按理论知识占
20%、技能占 80%计算。
汽车维修比赛项目中，
理论知识及技
能操作各单项总分均为100分。个人总成
绩按理论知识占20%、
技能占80%计算。
与往年相比，今年比赛奖金比较高，
而且范围大。据了解，家政服务项目和
汽车维修项目比赛个人总成绩一等奖均
设了 2 名，
每名奖金都是 2 万元。
家政服务比赛项目，个人总成绩奖：
一等奖 2 名，奖金各 20000 元；二等奖 4

名，奖金各 10000 元；三等奖 8 名，奖金
各 5000 元。
汽车维修比赛项目，个人总成绩奖：
一等奖 2 名，奖金各 20000 元；二等奖 4
名，奖金各 10000 元；三等奖 8 名，奖金
各 5000 元。
此外，今年还设立了优秀组织奖，对
组织竞赛活动成绩突出的单位（5 个），
授予优秀组织奖，
奖金各 15000 元。
“提高奖金的额度以及奖励的数量，
就是为了挖掘更多更优秀的技能人才。”
宁广东说。
此外获得决赛个人总成绩一等奖
的选手，将由大赛组委会推荐至省人才
工作领导小组参加“海南省技术能手”
评选。获得决赛一、二等奖的选手，将
获得高级（三级）职业资格证书；获得三
等奖的选手将获得中级（四级）职业资
格证书；参加决赛理论和实操成绩均合
格的选手，将获得中级（四级）职业资格
证书。

■■■■■

亮点

3

市县重视度越来越高

比赛是手段，同时也是平台，更重要
的是选拔出更优秀的人才。
与往年相比，今年市县对本次比赛
的重视度要高许多，不少市县早早就启
动了培训。
11 月 15 日，海口市就举行了 2016
年中国技能大赛海南省技能大赛培训班
开班仪式，是我省较早启动培训的市县
之一，集训历时 6 天，海口市 17 家家政公
司积极组队参赛，组建了 17 支参赛队伍
51 名选手参赛。
大赛组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为提
高参赛选手的竞赛水准，促进参赛选手
对辅助器具理论和实际操作知识有更深
层次的了解和掌握，在比赛中有优异的
表现，海口市人社局的有关领导非常重
视此次参赛，积极联系协调海南省人力
资源开发局专家指导团率先到海口市进

行培训，让参赛选手了解海南省技能大
赛竞赛规程，提高参赛队伍综合能力，提
升总体竞赛水平。
除了海口之外，三亚、儋州等市县都
启动了系列培训活动。
今年大赛，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专
门组织了全省院校、
企业家政服务和汽车
修理方面的顶级专家指导团队，
对各市县
参赛选手进行培训和指导，
以提高全省家
政服务和汽车修理人员的技能水平，
切实
推进家政服务和汽车修理行业的发展。
2016 年中国技能大赛海南省技能大
赛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
省人力资源开发
局局长赵微表示，
通过开展本次家政服务
技能大赛和汽车维修大赛，
将展示海南省
家政服务行业和汽车维修人员形象及从
业人员风采，
推动全省家政从业人员和汽
车维修服务技能水平的提高。
本次活动由省人社厅、共青团海南
省委、省妇联联合主办，省人力资源开发
局承办。
（文/洪宝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