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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 本报记者 徐晗溪
通讯员 全锦子

■ 本报记者 徐晗溪

“胸痛不能忍，也不能拖。”海南
医学院附属医院医务部主任吴国平
表示，许多市民出现胸痛、恶心、出汗
等症状后，第一反应往往是忍耐。比
如，有些年轻患者不了解心脏疾病知
识，没有任何心理准备，不相信自己
会患有心脏病，觉得可能疼一会儿就

好了；还有些老人则不想打扰家人，
尤其是老年人心梗发病多在夜间，他
们想等到天亮再到医院，这就可能耽
误了最佳治疗时间。

急性心肌梗死是由于心脏的动
脉血管（冠状动脉）突然闭塞，导致心
脏肌肉的血液供应中断而发生的心
肌细胞的坏死，多数患者在发病时表
现为急性胸痛、胸闷，大面积心肌梗

死将诱发休克，抢救不及时就会导致
死亡。

从临床来看，吴国平发现，心
肌梗塞发病年龄呈年轻化，近几年
也出现过不少 20多岁的年轻人突
发心肌梗塞的情况，并有持续增
多的趋势。吴国平提醒长期存在
抽烟、压力大等危险因素的年轻
人，突发的胸闷、胸痛且长期不缓

解并反复发作，要警惕心肌梗塞的
可能。

尤其是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
脂及家族遗传倾向的心肌梗死高危
因素的人，吴国平建议这类人出现胸
痛等心梗症状，一旦发病就应立刻停
止任何活动，马上舌下含服1片硝酸
甘油，每5分钟重复服用1次，同时第
一时间拨打急救电话。

年轻人胸痛也要当心

我省将用三年推动各级医院建设胸痛中心

联动救治 开启绿色
“如果不是家人打120，我可能

就没命了。”近日，韩先生突然觉得胸
口很闷，憋得头晕、眼花、直冒冷汗，
像是被一块大石头压住了。”幸好家
人反应及时，120也及时将韩先生送
进海口市人民医院胸痛中心，从入院
至打通血管，只用了22分钟。

急性胸痛是急性心肌梗塞、主动
脉夹层、肺动脉栓塞等诱发猝死的急
性疾病发病的重要危险信号。“突发
胸痛一定牢记‘两个120’，即及时拨
打120，争取在发病120分钟内重新
打通堵塞的心脏冠状动脉血管。”海
口市人民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吴
淼说。

吴淼常说“时间就是心肌，时间
就是生命”，因为急性心肌梗死的最
佳救治时间为发病后的2小时，俗称

“黄金120分钟”。从发病到血管再
疏通，时间越短生存希望就越大，超
过3小时，并发症发生风险增加，死
亡率升高。

在生命与时间的较量中，胸痛
中心为什么能为患者赢得生的希
望？吴淼解释，胸痛中心是为急性
心肌梗死、主动脉夹层、肺动脉栓塞
等以急性胸痛为主要临床表现的急
危重症患者提供的快速诊疗通道，
已经成为衡量国家和地区急性心肌
梗死救治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缩
短患者救治时间是一个系统工程，
需要从院前急救、院中救治各方面
建立健全一整套健康教育、患者监
控和救治体系，以此大大缩短胸痛
患者救治时间，提高患者救治率。”
吴淼说。

突发胸痛牢记两个“120”

“胸痛”是一种常见，又
会危及生命的病症。引发
胸痛的疾病包括急性冠脉
综合征、主动脉夹层、肺栓
塞、气胸和食管破裂等多种
情况。据统计，心脑血管疾
病已经成为我国国民主要
的致死原因之一，尤其是急
性心肌梗死导致的死亡率
更是显著增长。因此，如何
在最短时间内做出准确诊
断并施以相应治疗，成为降
低死亡率、改善临床预后的
关键所在。

去年底，省卫生计生委
与天津市胸科医院签订了
“胸痛中心建设合作框架协
议”，将利用三年时间，加速
推动海南省范围内各级承
担急性胸痛主要接诊任务
的医院建设胸痛中心，并基
本形成基于胸痛协同救治
的全域覆盖、全员参与和全
程管理的“三全胸痛诊疗模
式”，与死神争分夺秒，为患
者开启绿色“生命通道”。

“我院有心肌梗塞患者，需要马上
进行手术，心电图已发微信群。”吴淼经
常接到类似的微信消息。这是由海口
市人民医院、海口市第四人民医院心内
科医生组成的微信群，两家医院共同搭
建了胸痛中心，每当遇到疑似患者，大
家就会在群里分享诊断信息，随后两家
医院联动抢救心肌梗塞患者。

据全国胸痛中心认证云平台数
据库显示：我国急性心肌梗死患者中
仅有10%左右是拨打120经救护车
入院，而90%的病人是自行到达医院
看急诊，不少病人在前往医院的路上
发生心脏停跳。在医疗实践中，这种
悲剧也可能会出现在二级或以下医

院的心肌梗塞患者身上。
二级或以下医院并不具备急诊

手术条件，一旦确诊心肌梗塞，必须
立即将患者送到“三甲”医院进行治
疗。但是心肌梗塞持续导致心肌细
胞损伤，细胞不可再生，时间就是生
命，抢救必须分秒必争。

“如今有微信群，医生可以先将
患者的心电图等诊断资料发到微信
群，同时拨打我们医院的电话，我院
会诊医师通过微信群的资料确认是
否需要急诊手术。如需手术，立刻启
动导管室，患者到达医院后直接进入
绿色通道送入导管室，不经过急诊
科，为患者争取宝贵的救治时间。”吴

淼说。
“只有把基层医

院胸痛中心发展起来，我们才能有效
地控制心血管疾病发病率及死亡
率。”海南医学院附属医院医务部主
任吴国平说，基层医院才是急性胸痛
诊疗的最前线，其对胸痛的正确及时
处理，对于最终患者的预后及急性胸
痛处理的一系列时间节点的达标起
着决定性的作用。

为了改善院前急救、不具备完全
急救能力的基层医疗机构和大医院
相互分离、缺乏信息共享和及时沟通
协调机制等问题，努力为急性胸痛、
脑卒中等患者提供高效、快捷的急救

服务，海南多个医院已联合启动胸痛
中心的建设。比如，海口市人民医院
与海南省干部疗养院、海口市第三人
民医院、海口市第四人民医院、海口
市中医院、屯昌县人民医院与琼中黎
族苗族自治县人民医院，签署了胸痛
中心协议，共同搭建胸痛中心，该中
心的所有网点医院均会朝着“心梗抢
救黄金120分钟”挺进，实现院内外
无缝连接、快速诊疗，患者就诊流程
更顺畅，就诊时间大大缩短。

医院联动抢救紧急患者

海航布局健康产业链
本报讯 （记者符王润）日前，海航集团旗下

海航教育医疗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亮
相第三届海南国际旅游贸易博览会，向观众展示
海航集团在教育、医疗和养老产业的全产业链布
局。据了解，海航教育医疗是海航布局大健康产
业的先遣兵，企业立足于海南，在全国乃至全球
范围内，进行教育、医疗和养老产业的全产业链
布局。

目前，海航教育医疗引入国际医院建设管理
模式，正在建设海南第一家中外合资综合医院
——海南慈航国际医院，积极拓展国际医疗旅游
市场。海航教育医疗相关负责人介绍，医院定位

“大专科+小综合”，以健康管理为核心，集合重点
专科实力。医院计划于2018年10月完工，2019
年4月开业。

此外，海航教育医疗将建设海口优联美汇门
诊部，旨在打造优质的门诊医疗、健康体检等多
功能综合型创新医疗服务平台，提供私人定制式
健康管理服务。同时，联合旗下医疗机构建立有
效分级转诊机制，协同旗下养生养老平台提供相
应医疗配套服务。

海航教育医疗还将引入国际一流养老品牌，
结合本土化运营管理经验，提供国际旅游养生养
老、医养结合、社区养老服务。

200余名志愿者
徒步宣传无偿献血

本报讯（记者符王润 通讯员屈璐）为呼吁
更多人加入无偿献血的队伍，近日，海南省无
偿献血者及志愿者、海口市红十字会志愿服务
大队在微信群——“海南献血英雄群”和“海岛
稀有血型群”发出“无偿献血徒步宣传活动”的
号召，共有 200 余人自愿报名参与了此次活
动。

志愿者们从海口秀英时代广场出发，沿海秀
中路自西向东沿路向市民讲解无偿献血政策、法
规和科学献血及捐献造血干细胞知识，派发宣传
资料，解除民众对无偿献血的错误认识及顾虑，
以自己的亲身感受感召健康适龄人群加入到无
偿献血队伍。

据悉，每年的1、2月份，由于受高校学生放
假、团体单位年底事务繁忙，气候寒冷等因素影
响，献血人数急剧下降，血液库存紧缺难以保证
临床医疗用血需求。活动发起有关负责人表示，
在海南平均每天需要四百人献血才能满足临床
用血需求，希望更多有爱心、有责任心的公民加
入到无偿献血的行列，让无偿献血这支公益队伍
越来越壮大。

广告

海口市规划委员会关于《海口市海甸岛片区控
制性详细规划》B1302地块规划修改公示启事

海口港水上边防派出所营区用地属海甸岛片区B1302地块，规
划用地性质为旅馆业用地，该用地内现状已建有一栋4层营房，实际
使用性质与规划用地性质不符。为支持边防设施建设，拟对B1302
地块规划用地性质及指标进行更正。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民的
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公示。

1、公示时间：7个工作日（2018年2月2日至2月12日）。2、公示地
点：海口规划网站（ghw.haikou.gov.cn）。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
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至海
口市长滨路市政府第二行政办公区15号楼南楼3053房海口市规划局
总工室，邮编570311；（3）意见和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
馈，将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94，联系人：陈晨。

海口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2月2日

湖景花园项目应用太阳能热水
系统补偿建筑面积规划公示启事

湖景花园项目位于海口市金垦路23号，用地面积6176.7平方米，属
海口市金牛岭片区控规C-5-1地块范围，项目拟建一栋地上2-13层地
下1层商住楼。建设单位申请对太阳能热水系统补偿建筑面积，经图审
机构审定（琼H太阳能核字【2018】001号），可补偿建筑面积144平方
米。根据《海南省太阳能热水系统建筑应用管理办法》，广泛征求相关权
益人和公众的意见，现按程序进行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
（2018年2月2日至2月14日）。2、公示地点：海口规划网站（ghw.
haik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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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6房海口市规划局规划建筑技术审查一处，邮政
编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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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24371，联系人：龙腾卓。

海口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2月1日

中标公示
三亚市海棠区南田农场旱地改造水田土地整治项目（施工）招

标于2018年1月29日在三亚市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进行公开招

标，已按照招标文件确定的评标办法和有关法规要求完成开评标工

作，经评标委员会推荐：

第一中标候选人：山东省水利工程局有限公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海南中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第三中标候选人：海南汉拓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公示期为2018年2月2日至2018年2月6日。如有质疑，请在公

示期内向三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出。电话：0898-8868032。

不动产权证书/登记证明作废公告

我机构无法收回下列不动产登记证明，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
例实施工细则》第二十三条的规定，现公告作废。

编号：20180003押

序号

1

不动产登记证明号

三 房 押 字 第
2015000404号

权利人

毕植淞

不动产权利类型

抵押权

不动产坐落

三亚市河东区
小东海路半山
半岛东海湾 5
幢2506房

三亚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2018年1月31日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注销土地使用权登记通告

根据（2008)海中法执字第207-1号《民事裁定书》、（2008)
海中法执字第207-2号《通知书》及（2008)海中法执字第207号
《函》，我局已将海南太阳神影音公司名下灵山国用（98)字第08-
0032号、第08-0035号《国有土地使用证》项下共36719.59平方
米土地使用权过户给海口鑫成力实业有限公司（其中第08-0032
号证项下12772.73平方米，第08-0035号项下23946.86平方
米）。依据《土地登记办法》第五十条的规定，现决定注销灵山国
用（98)字第08-0032号土地证项下12772.73平方米土地使用
权、第08-0035号《国有土地使用证》项下23946.86平方米土地
使用权。

2018年2月1日

公 告
依据《建设工程价款结算暂行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承包人（广东省煤炭建设有限公司、中城建第六工程局集团
有限公司)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项目竣工结算编制工作，并依法
应向发包人递交竣工结算报告及完整的结算资料。截止目前，
以上两位承包人因通过其他方式无法与上述承包人取得联系。
我委于2017年2月23日在海南日报公告，承包人并没有在限期
里提供工程结算报告及完整结算资料进行工程结算审核。根据
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陵府办[2016]193号，我委
已委托工程造价咨询单位对以上项目进行结算审核完毕（陵水
县农村卫生室工程项目第一标段结算价194350.82元，陵水县农
村卫生室水电安装工程结算价231877.40元）特此公告。

陵水黎族自治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2018年1月31日

公 告
依据《建设工程价款结算暂行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承包人湖北金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应在规定时间内完

成项目竣工结算编制工作，并依法应向发包人递交竣工结算

报告及完整的结算资料。截止目前，该公司承建的英州镇田

仔卫生院周转房工程在限期内没有办理工程结算审核。我

委于2017年3月29日在海南日报公告其限期办理。根据陵

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陵府办[2016]193号，我

委已委托工程造价咨询单位对该项目进行结算审核完毕（英

州镇田仔卫生院周转房结算价970739.72元）特此公告。

陵水黎族自治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2018年1月31日

招 标 出 让 公 告
1.招标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及国土资源部《矿业权交易规则》等相关规定，经澄迈县人民

政府批准，澄迈县国土资源局决定以招标方式出让澄迈县福山镇美玉村建筑用玄武岩矿采矿权。
2.项目概况：

注：（1）矿区范围坐标及开采标高等详见招标文件第二章投标人须知；（2）中标人缴纳的投标保证金充抵部分采
矿权成交价款；未中标人缴纳的投标保证金，在招标工作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办理退还手续，不计利息。

3.投标人资格要求：3.1须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境内注册，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注册资
金不得少于1000万元；3.2 受到省、市（县）国
土部门禁止参与采矿权出让活动的处罚且期
限未满的，或者因未履行采矿权出让合同被取
消买受人资格的，不得参与投标；3.3不接受联
合体投标；3.4遵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4、招标文件的获取：4.1凡有意参加投标
者，请于 2018年 2月 2日08:00:00至 2018
年2月8日17:00:00（节假日除外，北京时间，
下同），到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
受理窗口或海南省矿业权交易中心（地址：海
口市美贤路9号省国土环境资源厅401室）购
买招标文件和报名参加投标。招标文件每套售
价500元人民币(含地质勘查报告等资料费，
需要拷贝的请自备U盘)，售后不退。报名时须
提交：（1）法定代表人证明书；（2）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或者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及
受托人身份证；（3）法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
码证、税务登记证（或三证合一）。以上报名材
料均需校验原件，留盖章复印件，未出示原件

或原件不齐全的，报名材料不予接收；工作人
员接收报名材料后，应向递交人出具签收单。
4.2 澄迈县国土资源局会同海南省矿业权交易
中心对报名材料进行审核，符合要求的，于2018
年2月9日17:00:00前发放《报名确认书》。

5. 投标文件和保证金的递交：5.1 投标文
件递交截止时间（开标时间）：2018年3月9日
10:00:00；递交地点：海口市国兴大道9号会
展楼2楼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
矿产交易厅203室。5.2 投标保证金到账截止
时间：2018年3月8日17:00:00；投标保证金
的形式：转账 ，账号详见招标文件第二章投标
人须知前附表。5.3 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
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6. 确定中标人原则: 本次招标采用综合
评分法，按得分高低排序，推荐3名中标候选
人，公示无异议的，确定第一中标候选人为中
标人。

7.注意事项：7.1 矿业权投资存在不可预见
的自然因素变化和政策法规变化风险，投标人
需慎重决策。7.2 澄迈县国土资源局定于

2018年2月5日组织矿区现场踏勘，有意投标
者请于当日9:30前到该局集合（地址：海南省
澄迈县金江镇金马大道东侧国土局办公大楼
503 室 ，联 系 人 ：李 先 生 ，电 话 ：0898-
67611725）。7.3 有意投标者可到海南省矿业
权交易中心查阅相关地质资料，详细了解本次
出让采矿权情况。如对本次出让采矿权有异
议，请于报名截止前以书面方式向澄迈县国土
资源局反映，投标人提交投标文件即视同对本
次出让采矿权的现状无异议并全面接受。

8.发布公告的媒介: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
《海南日报》、国土资源部门户网站、海南省国
土资源厅门户网站、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
中心及海南土地矿产市场网发布。

9.咨询方式:咨询电话：0898-65236087
65303602 联 系 人：陈女士 李先生

查询网址：http://www.ggzy.hi.gov.cn
http：//www.hnlmmarket.com

澄迈县国土资源局
海南省矿业权交易中心

2018年2月2日

澄迈县福山镇美玉村建
筑用玄武岩矿采矿权

澄迈县福山
镇美玉村 89126 174.87 19.5 9 157

项目名称 矿区地址 矿区面积(平方米)
评估可采储量
（万立方米）

开采规模
（万立方米/年） 出让年限（年） 投标保证金（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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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03)

(P02)市场极度分化 挖掘绩优龙头

(H06)

(H01)

(H10)

海南银行业：小市场耕耘大服务

海南股交首次试水果树众筹创新融资模式

海口农商行2017年交出抢眼成绩单

春运来了！路上打包一份保险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