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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毒，我们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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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洋浦5月10日电（记者易
宗平）违法发包、转包、挂靠、分包等
行为，是建筑市场痼疾。记者从洋浦
经济开发区管委会获悉，从今年5月
起至11月，集中开展建筑市场整治
监管的专项行动。

据悉，洋浦将对开发区内所有在
建房屋建筑、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及其
配套工程进行全面检查，包括加强对
关键岗位人员在岗履职情况监管；建
筑市场主体违法违规行为检查；加强
建筑市场企业资质资格动态监管；建

筑材料和机械设备监管；加强问题的
查处处理和落实；做好诚信评价工
作；有关建筑市场法律法规规定的其
他内容。

其中，洋浦对建筑市场主体违法
违规行为的检查，将重点关注 9个
方面的违法违规行为：无相应资质
或超越资质等级范围承揽工程的；
转包、违法分包、违法挂靠工程的；
肢解发包工程的；倒卖、出租、出借、
允许挂靠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
资质证书的；无施工许可违法施工

的；无有效安全生产许可证擅自从
事建筑施工活动的；不办理竣工验
收及备案，以及依法必须实行监理
的工程不委托监理等违反法定建设
程序的问题；不执行工程建设强制
性标准，以及偷工减料等问题；建设
单位拖欠工程款，施工企业恶意拖
欠农民工工资。

据了解，洋浦此轮整治行动坚持
“两个结合”：坚持检查在建项目与
市场主体行为相结合，处罚责任
单位与处罚直接责任人相结合，

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和扰乱建
筑市场秩序的各方主体。同时，洋
浦将注重信息管理，及时将企业
和从业人员不良行为记录，上传
至省房屋建筑工程全过程信息监
管平台。

洋浦经济开发区规划建设土地
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以“抓质量、保安
全”为核心，努力规范建筑市场各方
主体行为，构建诚信体系，全力营造
统一开放、规范管理、竞争有序的建
筑市场秩序。

本报抱由5月10日电（记者邵
长春 通讯员李兰芳）9日上午，省综
治委、广州铁路（集团）公司、粤海铁路
有限责任公司及乐东黎族自治县县
委、县政府、县综治委联合在乐东九所
镇中学举行2017年爱路护路宣传教
育月活动启动仪式，并召开全省铁路
护路联防工作会议。

海南环岛高铁是全球第一条“环
岛高铁”，在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到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铁路运输地位
和作用日益突显的今天，保障安全责
任也更加重大。

据分析，当前影响铁路安全运行
的行为包括行人穿越或进入铁路线
路、牲畜上道、轻飘物飘挂高铁接触

网、在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内挖砂取
土、建房堆物、烧荒种植、施工作业及
摆放路障、车辆肇事、损坏护网等，
今年前 4个月，粤海铁路发生影响
铁路运输安全的事件、事故就多达
40余起。

省综治办主任傅信平表示，此次
宣传教育月活动，是贯彻省第七次党

代会精神的重要举措，各级综治委护
路组织教育部门、共青团、铁路公安机
关、运输企业等要充分运用各种宣传
工具和手段，把铁路法律法规和安全
知识送进千家万户，营造全省爱路护
路良好氛围。

活动还将铁路沿线中小学生列
为接受宣传教育的重点对象，充分发

挥铁路沿线中小学生的积极作用，通
过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一个家庭
带动一片群众，从而达到全社会知
路、爱路、护路，共保安全的目的。启
动仪式现场，上千名中学生现场宣誓
做爱路护路小卫士，学生代表还签订
了2017年铁路护路联防工作目标管
理责任书。

海南省2017年爱路护路宣传教育月启动

千名中学生誓做爱路护路小卫士

洋浦开展建筑市场整治监管专项行动

集中打击违法发包、转包、挂靠、分包等行为

本报临城 5 月 10 日电 （记者
罗安明 特约记者吴孝俊 通讯员王
泽亮）今晚8点，临高县电视问政节
目《文澜民声》在该县人民会堂首
播，引起广泛关注。节目聚焦临高
县推进“美丽临高 清洁乡村”环境
卫生整治工作中存在的不作为、慢
作为、推诿扯皮等现象，12个部门
负责人当着县四套班子领导、各

镇、县直机关单位、省驻县单位300
多名干部的面，接受公开质询，红
脸出汗。

据悉，该问政节目由临高县党风
廉政建设责任制领导小组主办，县纪
委、监察局、县委宣传部承办，临高县
广播电视台联手省广播电视总台新
闻频道共同录制直播。

当晚节目以环境卫生整治为主

题，通过播放记者暗访录制关于县城
区、各镇村、农贸市场等重点部位的
脏乱差视频，反映了被质询的12个
单位公职人员在环境卫生整治工作
中工作不力、作风漂浮，责任心不强，
推诿扯皮等问题。

面对主持人针对视频中曝光问
题的连连发问，节目评论员的犀利
质询，被提问的相关负责人不禁脸

红出汗，纷纷当场作出表态和承
诺。节目的最后，现场300名观众
还通过投票器对 12 个单位现场的
表现和承诺进行投票评价。

临高县委负责人表示，通过《文
澜民声》这档栏目，对相关部门进行
质询，切实强化领导干部责任担当意
识，以责任传导压力，以压力推动县
委县政府中心工作落实。

临高推出问政节目《文澜民声》

12个部门负责人接受公开质询

三亚警方端掉
一盗窃机动车团伙
追回被盗汽车4辆

本报三亚5月10日电（记者孙婧 特约记者罗
佳 通讯员熊鹰）近日，三亚市公安局吉阳分局联合
特警（防暴）支队，成功摧毁一个专门盗窃轿车的犯
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3名，追回被盗轿车4辆。

据悉，4月24日、26日，三亚吉阳辖区相继发生
两起机动车被盗案件。警方初步研判后，随即成立
专案组将这两起盗车案件并案侦查，并成功锁定了
嫌疑人羊某的身份信息。

4月30日13时许，犯罪嫌疑人羊某在某洗车
场附近被警方抓获，协助羊某销赃的林某和也随
后落网。经审讯，犯罪嫌疑人羊某如实交代了犯
罪事实，称将其中一辆以1.2万元的价格卖给保
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的殷某亮。当天下午，殷某亮
被抓获，两辆被盗窃车辆被追回。

经深挖，犯罪嫌疑人羊某又交代了将内地被盗
窃的两辆车销赃给他人的犯罪事实。警方根据羊某
的供述，于当日将另外两辆被盗窃的小轿车追回。

目前，警方已追回被盗窃汽车4辆，扣押作案
汽车1辆，3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
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禁毒三年大会战启动半年来

文昌破获毒品案285起
查获涉毒人员850人

本报文城5月10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王安
谋）记者今天从文昌市公安局召开的案件通报会上
获悉，去年11月以来，借助省委、省政府部署开展禁
毒三年大会战的良好契机，文昌市公安局进一步加
大打击整治力度，禁毒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自去年11月8日禁毒三年大会战启动以来，截
至今年5月7日，全市破获贩卖毒品案285起，完成
省公安厅下达任务的262%，刑拘300人。其中特
大案件5起，完成省厅下达任务的250%，重大案件
17起，完成省公安厅下达任务的850%。抓获公安
部督办贩毒案件在逃主犯1名，破获省目标贩毒案
件1起；共缴获毒品11533.93克，毒资119135元人
民币，手机233部，小轿车9辆，摩托车17辆。

查获涉毒人员850人，其中强制戒毒369人，
社区戒毒174人，社区康复73人。娱乐场所查处
情况：共停业整顿2家，取缔1家，启动一次性死
亡机制1家；查获涉毒人员80人，行政拘留75人，
罚款2人，刑拘3人。

全国英语等级考试
成绩5月19日发布

本报海口5月10日讯（记者陈蔚
林 通讯员高春燕）2017年3月全国
英语等级考试成绩将于5月19日公
布，考生于5月19日以后可登录中国
教育部考试网查询本人的考试成绩。

本次笔试总分达到60分以上（含
60分），且口试得分达到3分以上（含
3分）者，需到海南省考试局领取教育
部考试中心印发的《合格证》，领取时
间为：5月20日至30日正常上班时
间，考生凭准考证或报考时使用的身
份证件到海南省考试局201办公室
（电话：0898-65852022）领取。

全国第二批深化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示范高校开始申报

本报海口5月10日讯（记者陈蔚
林）记者从省教育厅获悉，我省将组织
省内高校申报全国第二批深化创新创
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同时，为进一
步深化我省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激发高校创新创业工作热情，从今年
开始，我省每年将评选若干个省级示
范校，并给予一定支持。

拟申报的高校需于5月19日下午
17时前将相关材料报送至省教育厅高教
处，逾期未报视为自动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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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团队荣耀
她们奋力争取，勇敢绽放、无所畏惧

2015年12月25日，海南省肿瘤医
院开业。这是一个年轻的医院，护理团
队自然也是一个年轻的团队，除了护理
部主任王治英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老护
士长外，护士们基本上都是90后的年轻
姑娘。

但她们却是一个光荣的团队，在
天津市泰达国际心血管医院进修期
间，勇敢地参与天津大爆炸的抢救行
动，获得天津市肿瘤医院和海南省卫
计委点赞；2016年还被海南省妇联评
为巾帼文明岗。

海南省肿瘤医院护理团队始终牢记
“厚德、精医、严谨、仁爱”的院训，不断强
化业务综合素质。4月23日，在参加海
南省卫计委组织的护士岗位技能竞赛
中，海南省肿瘤医院在全省近50支代表
队中脱颖而出，获得全省团体三等奖的
佳绩。胸外科护士陈佳静在临床理论考
核中获得二等奖、单人徒手心肺复苏中
获得三等奖的好成绩，肿瘤内科护士周
丽茜在氧气吸入（氧气筒鼻塞法）操作中
获得个人优胜奖，重症医学科护士熊咪
在静脉留置针输液操作中获得个人优胜
奖。选手们扎实的理论知识、娴熟的操
作技能、良好的综合素质充分展现了海

南省肿瘤医院护士的良好风采，获得了
评委的一致好评。

完善制度建设
推行专业安全、标准严谨、细致温馨

的护理

为了给患者提供优质护理，让民生
项目发挥最大的社会效益，更好地服务
民生。海南省肿瘤医院护理部创立了符
合JCI标准的护理质量管理体系，制定
了《护理质量管理规章制度》，使护理工
作从医院落成运营开始就有严格的制度
规范管理，做到每日有检查、每周有巡
查、每月有普查，及时发现和整改问题，
并总结经验。

护理质量与安全是护理工作的生命
线。2017年3月，王治英主任走马上任
后，敏锐地看到这个年轻团队欣欣向荣、
朝气蓬勃的一面，但也看到她们护理经
验不足的一面，而肿瘤是重症，对肿瘤患
者的护理要求更高，不仅要护理技能全
面完善，更需要对患者的心理、情绪进行
无微不至的关照、护理。

王治英决定从管理制度着手，打造
一个团结向上、优质护理、战斗力强的护
理团队。在徐秀玉院长的支持下，她对
全院护理实施垂直管理，建立起以院长
—业务副院长—护理部主任—护士长为

主线的垂直管理体系。下设护理质量与
安全、护理教学科研、护理绩效、延伸护
理及文化宣传5大管理委员会，为保证
护理质量、培养护理人才、提升护理科研
水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护理部坚持全院护士长“周例会、月
总结”工作，同时加强对夜班、节假日的
质量管理，制定夜班节假日质量检查标
准。在病区成立“护理质量改进小组”，
每月对本病区进行质控检查，开展“晨会
提问、周点评、月总结”工作模式，促进工
作良性运转，保证各科室护理工作安全
有序进行。

实行全院护士分层管理，制定各层
级职责、晋级标准与方法，形成了以能力
为中心的评价机制，调动了护士工作的
积极性。凭着科学的管理和严谨的工作
作风，医院护理秩序不断规范，护理水平
不断提高，在院患者对护理工作满意度
达98%以上。

悉心呵护生命
她们苦练护理技能、直面生死无常、

传递关爱、播撒健康

作为绽放在生命激流中的“铿锵玫
瑰”，年轻的她们比同龄人能更早地参悟
生死，也就更珍惜生命呵护生命，她们努
力学习，不断提高护理技能，通过优质护

理，最大程度地减轻住院患者的痛苦，帮
助他们恢复健康。

在临床护理工作中，海南省肿瘤医
院护理人本着“以病人为中心”的护理服
务宗旨，践行“三五工程”服务理念，将入
院“五个一”：一个微笑、一声问候、一杯
温水、一个介绍、一个舒适的环境；住院

“五颗心”爱心、耐心、细心、责任心、同理
心及出院“五主动”：主动联系主管医师、
主动通知办公室护士、主动协助整理用
物、主动实施延伸护理、主动做好个体出
院指导等贯穿护理工作始末。

25岁的景雪竹在天津市肿瘤医院
ICU培训时，护理了一位40多岁的男性患
者，她要护理患者大小便。当她帮助患者
排便后，她还得强忍着恶心的臭味和羞
涩，给患者擦洗身体。做完这些工作，她
立即委屈地打电话向妈妈哭诉。但是，咬
牙坚持了7天，当患者病情减轻转出ICU
的那一刻，她竟然是满心欢愉和骄傲。从
那以后，她深深爱上了这个职业，并迅速
地成长为腹部外科的骨干护士。

她护理了身患多种肿瘤疾病、今年
67岁的杨大爷，老人因为疾病的折磨，
非常瘦弱，体重只有80多斤。手术后，
杨大爷创口非常疼痛，导致肺部有痰难
以咳出，景雪竹每天都要帮杨大爷吸
痰。但病中的老人像小孩子那么脆弱和
任性，说什么都不同意吸痰。景雪竹只

好陪着老人聊天，逗他开心，直到老人同
意吸痰为止。说到医院的护士，老人就
伸出大拇指连声说：“好！”

通过一件件暖人心的护理举措，海
南省肿瘤医院护理人得到了广大患者和
家属的认可和好评。妇科一名子宫肌瘤
的患者在对护士的感谢信中写道：“她们
那甜甜的微笑总是能化解我内心对疾病
的恐惧，她们在我身边，我总是莫名的感
到踏实。”

正是因为与生死如此近距离接触，每
个重症患者的护理都是生命在和死亡赛
跑，海南省肿瘤医院的护士们深知护理业
务能力的重要性，它决定着重病患者的康
复和舒适。为进一步夯实基础护理，护理
部始终把提升护士的综合业务素质作为
重要的一环。自今年年初，护理部加大在
岗护士培训力度，实行全员岗位练兵。根
据医院“三基三严”培训计划及实施方案
要求，4月初，集中进行了密闭式静脉留置
针、各类注射法、静脉采血法及输血法操
作培训，参训率达100%。

推动专科护理
开展一科一品护理品牌创建活动，

推动患者最满意医院建设

在大病、重病患者住院治疗过程，
护理是非常重要的部分，也是患者最

直接的个人体验和感受。所以，护理
质量的优劣，决定着患者对医院的满
意度。

海南省肿瘤医院护理部先后成立
静脉治疗、营养指导、急诊急救、疼痛
护理、造口伤口等护理小组，各专科
护理小组在各专科领域配合临床医生
逐步开展专科护理工作，以点带面，
不断提升服务品质。通过定期的疑难
病例讨论及专科护理查房等，也使全
院护士的专科技能和理论知识水平不
断提升。

王治英带领这个年轻的护理团队，
开展了一科一品优质护理品牌的创建工
作。“结合科室特色开展优质护理服务，
才能精准地服务患者，创建独具特色的
护理品牌。”王治英说。

科室特色护理服务品牌的创建，
让年轻的护士们找到了方向，通过品
牌创建也让自己快速成长。肿瘤综合
科的许丹萍护士大学毕业就进入海南
省肿瘤医院工作，她遇到患有乳腺癌
的患者，脾气很大，对消毒剂的味道
也特别敏感，她就多方查阅资料，为
乳腺癌患者推荐特别的食谱。她深受
患者喜欢，有几位医院的老患者，每
次来住院都会主动找她打针、主动要
求她护理。

曾经在海南武警总队医院担任护士
长的张树丽老师也在护理工作中找到了
自己的位置，看到了海南省肿瘤医院护
理工作的伟大意义——“给垂危重病患
者生命的尊严！”她协助王治英主任制订
护理工作的规章制度、护士管理的培训
计划，经常组织护士分享特殊护理案例
的经验。

这个团队所有的护士都和王治英一
样，秉承着医院“厚德、精医、严谨、仁爱”
的院训，共同推动医院护理事业的发展，
使各项护理工作更加规范化，专业化，她
们用理解、宽容、同情、爱心抚慰每一位
患者的心灵，她们使优质护理之花，开遍
医院的每一个角落，温暖患者的心田，在
建立优质护理品牌的道路上锐意进取，
不断前行。

本版策划/吴盈
撰文/黄桂芳 范楠虹 吴盈

生命漩涡处绽放的铿锵玫瑰
——记海南省肿瘤医院护理团队

生命是一条奔腾的河
流，疾病就像河流的漩涡，
妄图吞噬一切。肿瘤疾病
作为大病、重症，更是生命
中最危险的漩涡，海南省
肿瘤医院护理团队便是绽
放在这漩涡处的玫瑰，对
疾病，她们是带刺的藩蓠，
坚定而勇敢，用娴熟的护
理技术驱除病痛；对患者，
她们是芬芳的花朵，美丽
而鲜艳，用优良的服务为
患者带去欢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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