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儋州首次：院士为患者做手术
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志愿主刀，将在儋州建院士工作站

本期热点
本报那大 11 月 12 日电 （记者易
宗平 特约记者谢振安 通讯员李珂）
11 月 10 日，位于儋州的上海第九人
民 医 院 海 南 分 院（海 南 西 部 中 心 医
院），首次迎来院士为患者做手术，由
中国工程院院士、口腔颌面外科专家
张志愿主刀，为腮腺部位肿瘤患者进
行治疗。手术一个多小时后顺利结
束，患者状况良好。
张志愿介绍，由于这名腮腺部位

肿瘤患者的神经与肿瘤穿插在一起，
所以手术有两大难点：一是要把神经
与肿瘤分离开来，对高度敏感的神经
不能有丝毫损伤。二是这个肿瘤位置
与一根大动脉贴近，如果操作不当，
有
可能引发大出血而危及生命。
“医生要换位思考，我把病人的神
经当成了自己的神经来对待。因此，
做手术时非常专注、非常细心。”张志
愿表示，对高难度手术，
作为医生要技
术精湛，除了需要参加过正规专业的
培训，还应该有高度的责任感，
站在患
者角度，给予人文关怀。

当天做手术时，上海第九人民医
院海南分院（海南西部中心医院）相关
科室医生到场观摩。口腔科主任邓刚
说：
“ 这是院士给我们上的一堂课，现
场观摩是一次很好的学习。
”
接受张志愿手术治疗的男性腮腺
部位肿瘤患者姓符，儋州人，今年 61
岁。他的女儿符某丹感激地说：
“我父
亲手术后状况不错，非常荣幸能遇到
院士亲自做手术。”她透露，以前是打
算去海口找专家治疗的，这次在家门
口就能得到优质医疗服务，亲友们奔
走相告，都对政府引进专家的举措予

以点赞。
据了解，在省政府主要领导的牵
线搭桥和推动下，
海南省卫计委、儋州
市政府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
海第九人民医院，
签订了《医疗卫生合
作框架协议》。
今年 9 月 2 日，上海第九人民医
院托管海南西部中心医院、上海第九
人民医院集团——（海南）儋州医联
体揭牌签约仪式在儋州市举行，首批
加挂海南省口腔颌面外科诊治中心、
骨关节外科诊治中心、整复外科诊治
中心和听力障碍诊治中心等 4 个诊

治中心，派出 16 名副主任以上医师
常驻儋州。这些诊治中心所在的学
科，包括国家重点学科、国家重点临
床专科、上海市临床医学中心等，在
国内外具有引领性学术地位和广泛
的影响力。此举为海南省西部医疗
卫生事业突破性发展，注入了强劲动
力与活力。
记者了解到，今年 12 月，上海第
九人民医院将在儋州成立院士工作
站，在化解疑难病症、开展医疗培训方
面发挥积极作用，从而更好地为海南
西部人民提供优质医疗服务。

让基层群众享有更多优质医疗卫生服务
西岸观察
■ 易宗平
儋州首次迎来院士为患者做手术，
在当地引起强烈反响，
许多市民纷纷给
予好评。以前在一线城市才能享受的
优质医疗卫生服务，
如今在相对偏远的

儋州变成了现实，
的确应当点赞。
毋庸讳言，
老百姓就医难，
享有优
质医疗卫生服务更难，一度是不少地
方的瓶颈。
如何破解这样的瓶颈？我省挥出
了大手笔：
在省政府主要领导的牵线搭
桥和推动下，海南省卫计委、儋州市政
府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第
九人民医院，签订了《医疗卫生合作框

架协议》。4 个具有国家重点学科背景
的诊治中心在儋州挂牌运行，
上海第九
人民医院派出 16 名副主任以上医师常
驻儋州。今年12月，
上海第九人民医院
还将在儋州成立院士工作站。这些举
措将构筑起坚实的平台，
助力海南西部
医疗卫生事业提档升级。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要
“坚持在
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因为“增进

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所以
“必须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
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
平正义”。秉承这样的理念，
儋州不断
加大医疗卫生事业上的投入，建设海
南西部中心医院已经投入 10 亿多元，
未来还将投入 2 亿多元。这些举措，
践行着“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

正如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志愿倡导
的“技术精湛+人文关怀”，儋州在着
力建设硬件环境，引进优质医疗卫生
资源同时，更重要的是借此机会发挥
引领、
培训作用，为当地造就一批又一
批医德和技术俱佳的医疗人才。相信
随着软硬环境的不断改善，儋州乃至
海南西部基层群众会享有更多优质医
疗卫生服务。

西岸快讯

前10月儋州重点项目
投资额突破160亿元

同比增长7.8%，三大亮点可圈可点
本报那大 11 月 12 日电 （记者易宗平 通讯员
周鲁）今年 1 月至 10 月，
儋州 118 个重点项目累计
完 成 投 资 160.5 亿 元 ，年 度 计 划 投 资 完 成 率 达
80.5%，同比增长 7.8%。其中投资结构、投资主
体、投资完成率三个方面成为亮点。
从投资结构分类看，儋州重点产业项目投资
量大，前 10 个月完成投资 143.5 亿元，完成年度计
划的 89.3%。其中，七大重点产业项目投资完成
年度计划 91.2%，包括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旅游
业、互联网产业、健康养生产业、新型工业及海洋
经济产业、现代商贸物流业、文化教育体育产业。
从投资主体分类看，前 10 个月，儋州社会投
资 项 目 完 成 投 资 136.8 亿 元 ，完 成 年 度 计 划 的
90.3%，在规模上、进度上都超过政府投资项目。
从投资完成率排名看，
1月至10月，
儋州年度计
划投资完成率排列前十名的项目有：
保障性住房、
扶
贫攻坚基础设施和产业、
儋州骑楼小吃街、
雪茄种植
加工、
中南西海岸、
生态环保造板厂（技术升级改造）、
望海国际广场、
滨海新区滨海二道工程、
水榭丹堤、
城
北世家项目。这些项目年度投资完成率均超过
100%，
其中前三名项目年度投资完成率超过200%。

儋州申报明年重点项目
主要围绕七大产业

非民生工程投资
不低于5000万元
本报那大 11 月 12 日电 （记者易宗平 通讯
员韦雪梅）记者今天从儋州市政府办获悉，
该市正
加紧编制 2018 年市重点项目投资计划，要求非民
生工程项目投资，
原则上不能低于 5000 万元。
据了解，2018 年儋州市重点项目申报内容
为：在产业方向上，项目应符合市委市政府重大战
略、重大决策、重大发展思路，符合该市“十三五”
重点项目规划和七大重点产业项目规划，符合国
家和省产业政策。
在审批手续，儋州要求新建项目须完成主要
行政审批手续，
原则上批复到可研阶段，诸如项目
核准或备案、规划选址、用地预审等支持性文件。
在项目续建上，2017 年，儋州 118 个市重点
项目的结转项目继续报建。要求按原投资计划，
加快建设进度，
力争如期完工。
在投资额度上，
基础设施、
水利、
民生等政府投
资项目，
总投资将达到 1000 万元以上；
产业政策鼓
励发展的项目，
总投资要达到 5000 万元以上；
侧重
房地产的社会投资项目，
总投资要达到1亿元以上。

前三季度洋浦处理21起
违法施工和违规用地案

儋州雪茄风情小镇：

风光旖旎 异域情调

洋浦禁毒山歌剧
“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群众观看后
主动举报涉毒案
本报洋浦 11 月 12 日电 （记者易
宗平 通讯员池学涌 邓明辉）
“举报吸
毒贩毒案件，是帮助别人，也是帮助自
己。”今天，洋浦经济开发区村民陈某
说，看了原创山歌剧《戒毒人的故事》
后，
他曾举报过一起涉毒案。像陈某这
样，
洋浦不少群众正在积极参与到禁毒
宣传教育和无毒社区创建活动中。
从今年 9 月以来，
由国家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人唐宝山导演、
洋浦经济开
发区调声山歌艺术协会创作的山歌剧
《戒毒人的故事》，
已在洋浦经济开发区
巡演 10 场，共吸引观众约 1.8 万人次。
该剧以真实故事为原型创作，
因男主人
公吸毒成瘾，
让一个原本幸福的家庭濒
临家破人亡的危险境地。后来，
他在家
人规劝和党委政府帮助下戒毒成功，
并
有了自己的事业。
洋浦经济开发区干冲区洋浦居委
会治保主任吴喜章说，群众观看原创
山歌剧后，起到了“内化于心，外化于
行”的作用，不但主动参与到禁毒宣传
教育和无毒社区创建活动中，而且有
涉毒前科者的家庭也比以往更加积极
配合相关部门的管理和服务工作。
洋浦公安局刑侦分局二大队大队长
钟华军介绍，
洋浦有关禁毒的宣传注重
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
效果不错，
奠
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一年来，
在社会
力量支持下，洋浦共破获涉毒案件 31
起，
其中部督案件1起、
省督案件5起、
特
大案件5起。
■■■■■

儋州市光村镇已建成雪茄基地 4000 余亩，并向周边市县推广，琼西万亩“雪茄风情走廊”呼之欲出。而在儋州雪茄基地附近，充满异域风
情的光村雪茄风情小镇已形成规模。据悉，小镇总投资 14 亿元，包括雪茄种植区、婚庆区、商务区、娱乐区等四大主题区，集娱乐、休闲、观光、度
假于一体。图为儋州光村雪茄风情小镇一角。
文/本报记者 易宗平 图/特约记者 吴文生

关注儋州品牌农业④

“戴眼镜的山鸡”摘掉了山村穷帽子
儋州大成镇红灯村发展特色产业有奇招
■ 本报记者 易宗平 通讯员 吴爱娟

眼镜相似，也有鼻托。他将这些镜片
固定在山鸡的双眼前，由于其视线被
“咯咯哒——”11 月 12 日，记者
遮蔽了一部分，镜片颜色与鸡冠差不
在青山耸翠、绿树掩映的儋州市大成
多，不但让山鸡们自身没有异常表
镇红灯村看到，该村养殖大户唐后峰
现，相互之间也因“雾里看花”产生了
养的山鸡，
戴着一副副红色的
“眼镜”
， “距离美”，变得“斯文”起来，从而扭
一边鸣叫一边踱步前行。原本凶悍的
转了以前的恶斗局面。
山鸡，
互相触碰后，
居然互相
“礼让”
一
常言道：和气生财。相安无事的
下，
各自伸长脖子啄食虫子、蚯蚓和谷
山鸡们，使唐后峰有了可观的经济效
物。前来订购的许多客商，
也对戴
“眼
益。由于他种了大量的地瓜和红萝
镜”
山鸡感到新奇不已。
卜投山鸡们所好，且有数十亩荒山荒
谈起戴“眼镜”的山鸡，唐后峰自
地作为“运动场”，
蕴藏着许多虫子和
豪地说，自从增添让山鸡“和睦相处”
蚯蚓。因此，
放养的山鸡肉质鲜美颇受
的小设备后，山鸡产业不断做大，已
消费者青睐，
年销售收入50万元左右。
经带动一批贫困户增收，向“共同富
“一个人富不算富，我要带领村
裕”道路迈进。
民们一起致富。”唐后峰说，为此他牵
故事还得从头说起。
头成立了儋州九湾岭山鸡养殖专业
唐后峰透露，他已从事养鸡业 5
合作社。2016 年初，红灯村 11 户贫
年，每年放养的数千只山鸡一旦打起
困户加入到合作社。
架来，一发而不可收拾：轻则把食物
由贫困户“抱团”加入的儋州九
溅得到处都是，彼此没有吃到，越养
湾岭山鸡养殖专业合作社，得到省
越瘦；重则啄得铩羽而归，甚至丧了
接待办和大成镇党委、政府的扶持，
命。这样下去，他自己富不起来，带
迎来发展壮大的契机。据红灯村第
动贫困户也是空话。
一书记杨勇介绍，一年来，省接待办
怎样才能让山鸡和睦相处？
和儋州市大成镇政府共向该合作社
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位经销商提
投入资金 57 万元，建设鸡舍和屠宰
醒苦恼的唐后峰，可以在山鸡眼睛上
车间，实现就地屠宰、真空包装、冷
想办法。
链运输“一条龙”运行；省接待办发
具有探索精神的唐后峰，抱着试
挥自身优势，协助该合作社建起了
试看的想法，迅速找有关厂家订制了
稳定的销售渠道；引导和协助该合
多副胶质的红色镜片，造型与人戴的
作社完成“九湾岭山鸡”品牌设计和

⬆戴着“眼镜”的儋州山鸡变得“斯文”起来，吃食时也
不会争抢打斗。
⬅儋州山鸡戴的
“眼镜”
。
本报记者 易宗平 摄
申报，办理了相关证照，规范合作社
管理。如今，这个合作社年放养山
鸡突破 1 万只。
规模扩大后，这些戴“眼镜”的
山鸡给贫困户带来了直接收益。
“去
年在合作社帮助下，我靠养殖山鸡
赚了 6000 多元。”红灯村贫困户唐
后槐说，他的妻子患病、孩子上学，
经济压力一度非常大，但养殖山鸡
的收入解了他的燃眉之急。杨勇表
示，接下来红灯村将继续争取相关

■■■■■

部门的扶贫投入，大力发展包括山
鸡在内的特色产业。
随着“咯咯哒”的鸣叫声，一群
群 戴 着“ 眼 镜 ”的 山 鸡 ，正“ 文 质 彬
彬”地踱步和觅食。唐后峰自信地
说：
“ 有党的好政策，有上级部门的
支持，我们要充分发挥放养资源等优
势，采取‘合作社+基地+农户’模式，
不断打响‘九湾岭山鸡’品牌，将带动
更多村民依靠山鸡这个特色产业发
家致富。” （本报那大 11 月 12 日电）

本报洋浦 11 月 12 日电 （记者易宗平 通讯
员毛华丰）记者今天从洋浦经济开发区规划建设
土地局获悉，今年前三季度，洋浦共对 21 起违法
施工和违规用地案给予了行政处罚。
据了解，
洋浦经济开发区规划建设土地局在质
量安全执法检查中发现，
海南某建设工程公司承建的
洋浦自来水厂改扩建项目，
存在主要管理人员长期不
到岗、
施工现场安全员配备不足、
无特种作业人员操
作证等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
94条规定，
洋浦对该公司作出罚款1.5万元的处罚。
另两起案件，因为施工单位违规施工，
分别被处以
8000 元和 5000 元罚款。此外还有 18 起土地闲置
案，
闲置土地均由洋浦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无偿收回。

省二中院成功调解一宗
标的额逾6000万纠纷案
为当事人节省近18万元诉讼费

本报那大 11 月 12 日电 （记者易宗平 通讯
员叶玉华 罗凤灵）记者今天从海南省第二中级人
民法院获悉，该法院成功调解一起涉案标的额达
6235.98 万元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
2016 年 12 月 20 日，儋州某食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食品公司”
）和儋州某冷冻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冷冻公司”
），与儋州某渔业开发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渔业公司”
）签订《民间借贷担保
合同》，约定由渔业公司借款给食品公司 5618 万
元，借款期限为 3 个月，利息为借款本金的 6%，并
约定冷冻公司以其名下的一处土地和两套房产作
担保且承担连带责任。合同签订后，渔业公司通
过银行向食品公司支付了全部借款，食品公司也
出具了收据。借款期满后，因食品公司未按时还
款，渔业公司遂诉至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后，经合
议庭审查认为，各方当事人对借款的事实和利息
约定均无异议，仅是被告目前偿还困难。了解案
情后，合议庭在庭审中积极做各方当事人的调解
工作，
分析利弊，平衡各方当事人的利益。
庭审结束后，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有关
法官引导双方给出符合情理的调解方案。一周后，
原被告双方向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调
解协议书》，根据庭审中达成的初步合意，明确
5618 万元的借款本金及借款约定期限内的利息
337.08 万元，
由被告食品公司分两笔偿还，
并减少
违约金；被告冷冻公司自协议生效之日起，
将原告
申请查封的土地及地上的房产等附着物交给渔业
公司使用、
收益，
直至两被告还清全部借款本息止。
根据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的调解协议，海南
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当天就制作了调解书，并退
回近 18 万元的诉讼费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