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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通报4起违反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问题典型案例

本报讯（记者习霁鸿）近日，海口市美兰区纪
委监委、琼山区纪委监委分别通报1起和3起违
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典型案例。

其中，美兰区海府街道龙峰社区班子成员李
国华等6人违规发放补贴问题为：2018年8月至
2019年2月，李国华等6人通过制作社区宣传栏
等项目，要求海南某传媒公司虚开发票，套取社区
经费68923.5元用于社区“两委”成员工作补贴。
2019年9月，李国华等6人主动将违纪所得全额
退回该社区账户。2020年5月，社区专职成员蔡
敏（非中共党员）被诫勉谈话；7月，社区党支部书
记、居委会主任李国华及社区专职成员罗茜木、林
娃、苏才娇、林志武分别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海南海口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第
二分公司总经理、琼山区国兴街道道客社区党支
部党员李亚松违规组织公款旅游问题为：2018
年3月，李亚松与公司其他领导班子成员开会讨
论，决定组织公司员工前往日本旅游，违规公款
报销外出游玩费用91000元。2020年 8月，李
亚松受到党内警告处分。相关违规报销费用已
退回公司账户。

此次通报的典型案例还包括琼山区红旗镇农
业服务中心副主任、农技组组长郭泽成违规报销问
题；琼山区机关事务管理局原公务组组长、服务中
心副主任陈琴违规报销问题。

琼中推出39个“一件事”主题套餐服务

办好一件事
最多跑一次

本报营根10月10日电（记者李梦瑶 通讯
员王丽娟 邢伟峰）10月10日，在琼中黎族苗族
自治县中平镇经营药店的毛洪升，来到该县政务
服务中心的“一件事”综合受理窗口，不到半小时，
便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办完换发《药品经营许可
证》的全部手续。

不用跑几个部门，只在一个窗口便办完全部
手续，这得益于琼中推出39个“一件事”主题套餐
服务的便民举措。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按照“前
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审批、统一窗口出件”的审
批服务模式，琼中聚焦与群众生产生活中联系最
紧密的事项，梳理出包括“我要开饭店”“我要开
便利店”“我要开药店”等在内的39个“一件事”主
题套餐。

“我们将套餐内涉及的生态环境、农业农村、
教育、就业、消防等审批职能部门的部分审批服
务事项，汇集到一个窗口、压缩成一张表单、缩
短审批时限，确保将‘一个部门最多跑一次’转
变成‘办好一件事，最多跑一次’。”琼中行政审
批服务局社会事务审批室主任曾亮介绍，在办结
出证时，他们还可以采取免费邮寄方式将材料送
至申请人手中，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最大程度方
便群众和企业。

10月10日寓意“十全十美”

海口504对新人
当天甜蜜领证

本报海口10月10日讯（记者习霁鸿）10月
10日寓意“十全十美”，因此成为许多新人眼中
申领结婚证的好日子。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市民
政局获悉，10日当天，全市共有504对新人办理
结婚。

10日上午10时许，记者在近期刚刚落成的
海口市琼山区婚姻登记处看到，不少新人穿着情
侣装、揣着身份证在大厅里取号、排队。市民张先
生和新婚妻子吕女士在相关资料上郑重地签下各
自的名字，从工作人员手里接过了两本红彤彤的
结婚证，甜蜜对视。“结婚这种大事，我们想要选个
好日子，图个好寓意，希望婚姻也能十全十美、永
远幸福。”张先生说。

琼山区民政局是海南省婚俗改革试点单位，
琼山区婚姻登记处是全省首个集办证、颁证、婚姻
家庭辅导、婚俗文化展示等综合性服务功能为一
体的标准化婚姻登记处，内部设有等候服务厅、登
记厅、颁证大厅、婚姻文化展示厅、婚姻家庭辅导
室等区域，吸引了不少新人前来。

“新增的宣誓环节很有仪式感。”为此，新人冯
先生和陈女士还专程预约了跟拍服务，“在这么重
要的日子里，我们希望能通过相机把摁红手印、领
结婚证、宣读誓言等一整套登记流程记录下来，供
我们以后回忆。”

三亚有轨电车示范线
开通载客运营

10月10日，三亚市有轨电车示范线开通载客运营，首末站分别为三亚火
车站、建港路，单程运行时间约为35分钟。示范线采用一票制，每人次3元。

三亚有轨电车示范线工程是国内首条以PPP模式推进建设的有轨电车
线路，也是海南省首条城市轨道交通线路。项目于2016年7月正式开工建
设，全长8.37公里,全线共设15个站。

文字/本报记者 李艳玫 见习记者 高懿 摄影/武威

我们的“十三五”·故事

我们的

——卫生投入——
2015年至2019年
全省财政医疗卫生支出分别为

102.70亿元 116.54亿元

129.42亿元 147.60亿元 281.27亿元

“十三五”以来，全省深化医改工作有序
推进，主要目标实现程度良好，改革成效初步
显现。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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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保险——
截至2020年6月

全省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参保人数为238.64万人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参保人数为682.81万人，参保率为97.16%

——分级诊疗——
公立医院住院病人转往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占比由2015年的0.04%上升为2019年的0.5%

具备中医药服务能力及相应医疗康复能力的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和乡镇卫生院覆盖率由2016年
的56.38%上升为2019年的94.9%

——就医减负——
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

由2015年的25.25%

下降为2019年的20.42%

2018年
全省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用药保障——
2017年以来，全省将 97种

国家医保谈判抗癌药陆续纳入基
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把老百姓
救急救命的好药纳入医保报销

整理/陈卓斌 制图/张昕
国庆中秋假期南航在海南
执行航班1573班次
同比提升32.5%

本报海口10月10日讯（记者王玉洁 通讯
员陈佳薇）海南日报记者10月10日从南方航空
海南分公司获悉，今年国庆、中秋长假期间，南航
在海南共执行航班1573班次，同比提升32.5%；
累计运送进出港旅客 22.3 万人次，同比提升
18%。其中出港旅客10.9万人次，进港旅客11.4
万人次。

南航海南分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双
节”期间，海南往返北京、上海、深圳、长沙、重庆、
武汉、郑州、成都、杭州等城市客流量较大，高峰时
期热门航线客座率高达90%以上，特别是三亚进
港航线需求比较旺盛。

据介绍，为保障旅客出行需求，南航发挥“大
运行”优势，灵活调整运力，8天时间里在热门城
市上投放宽体机171班次，落实加班316班次。

本报讯（记者张惠宁）近日，上
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以下简称上海
六院）副院长、知名骨科专家张长青
在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海口骨科与
糖尿病医院为一位海南病患成功实
施了目前全世界股骨头坏死治疗的
领先技术“游离腓骨移植手术”。

据悉，海口市政府与上海六院
合作共建的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海
口市骨科与糖尿病医院开诊近3年，
为海南医疗不断“补缺”，开展了数
百例海南首创骨科手术、多例国内
领先骨科手术。让海南的老百姓不
出岛就可以享受优质的医疗服务。

此前，针对我省骨科与糖尿病
高发病率，海口市委市政府赴沪“敲
门引才”，“精准嫁接”上海市优质医
疗资源，与上海六院合作建成海口
市骨科与糖尿病医院。

“海口市政府为解决百姓看病
难，在医疗设备上非常舍得投资，海
口市骨科与糖尿病医院有国内最先
进的EOS低射线全身骨成像系统，

这个设备目前全国仅有5台，可以从
头顶到脚趾，实现全身每一个骨头
一次360度成像，对先天性的脊柱
侧弯、双下肢不等长等病患，可以一
次拍片解决问题。这个设备连上海
六院本院都没有。”海口市骨科与糖
尿病医院副院长、上海六院派驻专
家江潮胤说。

海口市骨科与糖尿病医院采取
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实施法人治理结
构，实行医院管理委员会下的院长负
责制，实行编制备案，不设行政级
别。由上海六院派出的技术和管理
精英团队与海口市人民医院合作承
担医院的管理和业务工作。上海六
院派驻该院超过3个月的专家团队
共57人，目前驻守海南的有16人。

据江潮胤介绍，该院自2017年
11月27日开诊以来，其骨科先后成
立创伤、脊柱、关节、运动医学、修复
重建在内的多个亚专业学组，开展了
机器人辅助下的全髋关节置换术、股
骨头坏死游离腓骨移植重建、颈椎后

路单开门微型钢板内固定术等数百
例海南首创的骨科手术，其中多项手
术也是国内技术领先的骨科手术。

该院内分泌代谢科在海南率先
建立了糖尿病整合诊疗模式，同时在
医院开展动态血糖检测技术和胰岛
素泵技术，这是目前糖尿病治疗中的
最新技术。江潮胤表示，该院4个专
科——骨科、内分泌科、麻醉科和放
射科，在海南属医疗技术领先地位。

在抗击新冠疫情时，海口市骨
科与糖尿病医院全院200多名职工
投入到抗疫工作，61名医护人员奋
战在抗疫一线，2名急重症科医生参
加援鄂抗疫。该院还获评海南省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

“除了让老百姓不出岛便可享受
优质的医疗资源服务，我们还要将医
院打造成海南医疗技术创新的平台、
疑难重症诊治的平台及医技人员全
面发展的平台，对标国际努力建设国
内一流的学科，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服
务。”江潮胤说。

本报博鳌10月10日电（记者
袁宇）近日，在海南自贸港博鳌乐城
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的博鳌超级医
院内，家住海口的肺部肿瘤患者赵先
生按照医嘱，服用了9月初刚刚在美
国获批上市的全球最新肺癌靶向新
药普拉替尼。这也是普拉替尼在美
国之外的全球首张处方。

在指导赵先生完成服药后，博鳌
超级医院的医护人员一边询问赵先
生服药后的反应，一边认真、如实记
录下他的服药经过与反应，并细细叮
嘱注意事项。博鳌超级医院药学部
相关负责人表示，患者每次服用特许
药品，都在医生及监管部门的监督下
进行，确保患者安全用药。

今年63岁的赵先生表示，“真没
想到，现在我不用出岛就能用上国
际最新研发上市的药品。”

“患者提出用药申请，我们按加

急处理审批，最大限度缩减审批用
时。”省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省
卫健委、省药监局一共仅用1.5个工
作日，就完成了审批和发放批件程
序，“药械采购商在申请进口批件的
同时，快速完成进口采购合同签署、
国际物流、清关等手续。仅3天时
间，就让该药跨越重洋，从美国直接

‘飞’到患者手中。”
普拉替尼快速进入临床应用，

进一步振奋省内相关行业人士。10
月10日，非小细胞肺癌靶向药物普
拉替尼在乐城先行区实现美国之外
的全球首例应用新闻发布会在海口
举行。会上，乐城先行区管理局党
委书记、局长顾刚表示，该药于9月
初在美国获批上市，9月29日就在
乐城落地使用，是乐城先行区第一
款真正意义上和国际同步上市、同
步使用的创新药物。赵先生也成为

美国之外首个使用该药物的患者。
“这是海南自贸港制度集成创新

的典型体现，体现了海南自贸港建设
的早期收获。”顾刚说，普拉替尼快速
落地，充分表明乐城先行区管理局已
经和药监、卫健、海关等部门形成了成
熟完善的协同体系，加快了进口国际
新药注册进程，新药审批由过去的27
个工作日，缩短到3至7个工作日，“这
对于乐城先行区打造成世界领先的先
进医疗药械转化应用中心有积极意
义，将吸引更多的国际先进医疗器械、
药品制造企业和医疗机构进驻。”

普拉替尼落地后，乐城先行区
也将继续发挥平台优势，支持药企
发挥园区独特政策优势，利用真实
世界临床数据开展科研，为新药审
评迈出坚实一步，通过真实世界数
据加快新药注册，极大缩短全球创
新药物进入中国市场时间。

乐城先行区开出普拉替尼在审批国之外的全球首张处方

岛内患者同步用上国际创新药

海口与上海六院共建医院近3年,开展数百例海南首创骨科手术

敲门引才嫁接上海优质医疗资源

本报讯（记者计思佳）日前，海口
市政府办公室印发《海口市农村生活
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维护管理办法（试
行）》（以下简称《办法》），为该市农村
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维单位制定了奖
惩机制。年度考核为不合格的运维单
位，将被暂停支付运维管理费。

据了解，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程
是海口市投资规模较大、涉及面较广、
与群众关系最为密切的惠民工程。根
据以往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程建设经

验，“三分靠建设，七分靠管理”，设施
建设是基础，强化管理才是发挥效益
的关键。对此，海口结合该市实际情
况，制定了《办法》，主要分为农村生活
污水处理设施管理体系、资金筹措与
使用、处理系统运维管理、监督考核几
方面内容。

根据《办法》，海口借鉴浙江“千万
工程”经验，构建以区政府为责任主
体、镇政府为管理主体、村级组织为落
实主体、农户为受益主体、运维单位为

服务主体的“五位一体”管理体系。明
确各自运维职责，其中运维单位负责
全市农村地区污水管网、污水处理设
施和其他设施的运行维护；农户负责
户内设施的运维。

在资金筹措与使用方面，海口建
立“政府主导、村民主体、企业和社会
组织共同参与”的资金筹措机制，保障
设施正常运行。

《办法》还明确了农村生活污水处
理系统运行维护管理内容和要求。运

行维护单位应当建立运行维护的巡查
巡检制度、安全防范制度和定期报告
制度，通过信息公开等方式，接受村民
和媒体的监督。

在监督考核上，海口各区政府以
定期考核与不定期考核相结合的方
式，对运行维护单位进行年度考核；农
户对污水处理满意率将作为考核细则
的重要考核内容。定期考核每年1
次，在12月进行。

据悉，年度考核为优秀的运维单

位，运维管理费用按合同价100%支
付，并在续签合同时优先考虑；年度考
核为良好的，按合同价85%支付；年
度考核为合格的，按合同价 70%支
付；年度考核为不合格的，暂停支付运
维管理费，给予1个月的整改期，整改
后合格的，视考核结果再相应付费，若
整改仍不合格，则解除当年合同，且不
再拨付余款。

《办法》自2020年 10月25日起
施行，有效期两年。

海口对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维单位制定奖惩机制

运维管理费支付将与年度考核挂钩

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