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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是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

保健、急救于一体的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复旦版中国医院综合实

力排名（2017年度）中，居华南区第16位，专科声誉排行榜中，生

殖医学居于华南区第2名，健康管理专科居华南区第4名，2018

年我院“临床医学”成为海南省优先进入ESI全球排名前1%行列

的学科。多年来，我院一直坚持走内涵发展道路。努力打造为集医

疗、教学、科研、紧急救援和健康管理为一体的区域性医疗服务中

心、人才培养中心和转化医学研究中心，实现医院高质量发展。

医院始建于 1973 年，占地面积 53亩，编制床位 1500 张

（实际开放1697张），拥有职工2529人,其中正高职称164人，副

高职称369人；博士77人，硕士412人。现有国家百千万人才2

人，国家卫健委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人，国务院特殊津贴

专家6人，海南省杰出人才1人，领军人才12人，拔尖人才22人，

海南省“515人才工程”19人，海南省突出贡献优秀专家10人，

“南海名家”10人。

梧桐已栽，只待凤凰。现诚邀全球高端医学人才投身海南自

由贸易港建设，施展才干，成就梦想，共同携手开创海南医学院第

一附属医院的辉煌未来。

一、招聘岗位及人数
招聘岗位及人数详见《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面向全球招

聘学科带头人/科主任岗位信息表》。

二、招聘时间
医院将长期接受以上职位应聘者的申请材料，直至额满为止。

三、招聘条件
（一）基本条件

1、热爱祖国，政治立场坚定，具备良好品行和职业道德；

2、身体健康，有正常履行岗位职责的身体条件；

3、具有岗位所需的学历、专业、执业资格及技能要求；

4、具有较强的全局观念、管理能力和奉献担当精神；

5、在专业领域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和可持续发展潜力。

（二）具体条件

详见《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面向全球招聘学科带头人/

科主任岗位信息表》

三、薪酬待遇
1、除享受海南自由贸易港人才引进相关政策待遇外，医院额

外发放100～200万安家费，30万科研启动经费；

2、协助解决配偶的就业以及子女的入学问题；

3、具体薪酬面议，可协议年薪制。

四、招聘程序
1、应聘者通过电子邮件报名，并请提供以下材料：

（1）本人简历（含本人基本信息、学习经历、工作经历、近五年

所发表的论文及取得的科研项目，对应聘科室未来的工作设想

等）；

（2）身份证（或护照）、所有学历及学位证书、专业技术资格证

书（或聘书）、成果获奖证书、行政任职文件（或聘书）等的扫描件；

2、资格审核，确定面试人选；

3、面试和考察；

4、医院党委会研究确定人选并公示；

5、办理聘用相关手续。

五、报名及联系方式
申请材料电子版请发送至hyyfyzp@163.com；

邮件标题请以：应聘学科带头人+姓名+专业+应聘岗位名称

通信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路30号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

医院综合住院楼5楼人力资源部办公室

邮政编码：570102

联系人：李老师、曾老师

联系电话：0898-66716462

0898-66706985

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2021年9月30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岗位名称
肿瘤内科：学科带头人/科主任
放疗科：学科带头人/科主任
急诊科：学科带头人/科主任

脊柱外科：学科带头人/科主任
病理科：学科带头人/科主任

血液内科：学科带头人/科主任
内分泌科：学科带头人/科主任
消化内科：学科带头人/科主任

康复医学科：学科带头人/科主任
重症医学科：学科带头人/科主任
心脏外科：学科带头人/科主任
胸外科：学科带头人/科主任

功能神经外科：学科带头人/科主任
妇科：学科带头人/科主任
产科：学科带头人/科主任

放射科：学科带头人/科主任
信息中心：学科带头人/科主任

人数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具体条件
1、具有全日制博士学历/学位，主任医师、教授职称，博士生导师；
2、身体健康，50周岁及以下；
3、在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或省级的三甲医院从事专业技术工作10年及以上；
4、具有较高的专业技术水平，能独立处理本专业疑难复杂问题，能及时跟踪并掌握本学科国内外的前沿技术，近5年来有国科金项目（主持人）；
5、熟练运用一门外语，并具有出国（境）培训进修专业知识三个月及以上的经历；
6、国家级科技成果三等奖及以上主要完成人等方面特别优秀者，其他条件可酌情放宽。

1、具有全日制博士学历/学位，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
2、身体健康，50周岁及以下；
3、在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或省级的三甲医院从事专业技术工作10年及以上；
4、具有较高的专业技术水平，能独立处理本专业疑难复杂问题，能及时跟踪并掌握本学科国内外的前沿技术，近5年来有省级及相当的科研课题（主持人）或获省部
级科技成果二等奖及以上的主要完成人（前两名），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的身份在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期刊分区表大类3区及以上期刊发表文章2篇；
5、熟练运用一门外语，并具有出国（境）培训进修专业知识三个月及以上的经历；
6、国家级科技成果三等奖及以上主要完成人等方面特别优秀者，其他条件可酌情放宽。

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面向全球招聘学科带头人/科主任

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面向全球招聘学科带头人/科主任岗位信息表

民生关注民生关注
海报集团

热线

本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刘晓
惠）日前，经省政府同意，省教育厅决定
组织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整治工作，
完善校外培训机构综合治理机制，构建
校外培训规范管理长效机制，进一步减
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校外培训负担和
家长相应支出。

此次专项整治工作面向我省行政
区域内面向中小学生和学前幼儿招
生、办学的所有校外培训机构开展，
主要针对“未取得证照开展培训业
务”“存在安全重大隐患”“存在违规

办学行为”“存在侵害消费者权益行
为”等四类情况进行重点整治，实现
规范引导一批、限期整改一批、强制
取缔一批、纳入黑白名单公布一批。

其中，违规办学行为包括：在寒暑
假、法定节假日、双休日开展学科类培
训；组织举办中小学生学科类等级考
试、竞赛及排名，将参加校外培训以及
培训结果与中小学校招生入学挂钩；
以学前班、幼小衔接班、思维训练班等
名义面向学龄前儿童开展线下学科类
（含外语）培训等。侵害消费者权益行
为包括：投放虚假广告、开展虚假宣
传；未使用中小学生培训服务合同示
范文本，设定不公平格式条款合同；未

执行预收费管理规定，一次性收取时
间跨度超过三个月培训费用等。

根据工作方案，我省将通过开展地
毯式拉网排查，摸清全省培训机构底
数、消防安全状况、资质状况、经营状
况、教师队伍、办学行为、预收费情况和
学科类培训机构转型动向等，按照“一
校一档”建立校外培训机构管理档案，
并完善校外培训机构管理服务系统数
据填报。同时，组织各中小学校全面普
查每个学生报名参加学科类校外培训
情况及费用缴纳情况，为集中治理工作
提供重要参考。排查后，各市县政府将
向存在问题的各培训机构发放整改通
知书，分类汇总并监督逐一进行整改落

实。
专项整治期间，全省各地要停止审

批新的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和普通高中
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停止审批
面向学龄前儿童的校外培训机构。现
有学科类培训机构将统一登记为非营
利性机构。

省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将牵头，
组织省教育厅、省公安厅、省市场监督
管理局、省民政厅、省消防救援总队等
部门联合组成督查督导组，分赴各市
县检查整治工作推进情况以及整治成
果，对整治效果不佳的市县给予通报，
对整治行动不力的部门、责任人依法
依规给予处理，确保达到整治目标。

海南启动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整治工作
重点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等四类情况

本报营根10月12日电（记者易宗
平）“家里被又脏又臭的生活污水泡了
一周，换谁心里都不舒服！”10月11日
晚，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营根镇营中路
一公租房小区租户李女士抱着婴儿接
受采访时，仍然气愤难平。

李女士一家租住在该小区23栋二
楼203室。她的丈夫黎先生说，9月28
日14时许，该栋楼排污管道出现堵塞
倒灌，脏水很快溢满 50平方米的房
间。因为妻子正在住院待产，黎先生向
小区物业公司——海南佳宇物业服务
有限公司反映此事后便匆匆赶往医院。

10月3日，当黎先生带着喜悦携
妻儿回到租住处时，发现排污管道堵
塞倒灌问题不但没能解决，小区物业
还以“国庆期间放假，第三方维修员难
以到位”“在琼中本地采购不到管道”
等理由搪塞。无奈之下，黎先生既要
照顾妻儿，又要分身舀去室内已有半
尺深的污水。

直到10月4日，物业公司才在小
区23栋一楼外接出一根管道，临时解
决了排污管道堵塞倒灌的问题。但海
南日报记在现场采访发现，临时管道末
端连接着室外下水道井口，不但井盖露
出空隙，加之地势低，一旦发生强降雨，
下水道还有被泥土、石块堵塞的隐患。
看似解决问题的方案，实则可能“治标
不治本”。

此外，黎先生的邻居201室、204
室住户也深受污水倒灌之苦。这些房
间里的部分木质家具底部已开裂，墙体
渗水还导致一些墙面出现剥落，且室内

充斥着污水的臭味。
“污水倒灌并非最近才发生，也不

是最近才反映给物业。”201室杨先生
表示，23栋的污水返涌倒灌在今年4
月28日便已出现，“小区物业公司的整
改实在拖拉。”此外，据该公租房小区租
住户微信群聊天记录显示，小区还存在
其他问题：电线短路导致起火而出现险
情，消防人员还曾到场处置；电梯多次

出现故障停运，部分居民甚至老人、小
孩曾被困其中……

10月12日，当海南日报记者向琼
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住建局反映该小区
的问题后，该局主要负责人随即带队到
小区检查核实，并到黎先生家看望和表
示歉意。该负责人同时要求下属单位
县住房保障中心督促物业公司对小区
存在的各种隐患和问题进行全面排查，

尽快拿出整改清单、明确整改时限。
琼中住房保障中心负责人表示，

对短期能解决的隐患问题将督促小
区物业及时消除，并拟申报财政专
项资金进行重点维修。小区物业公
司相关负责人也承诺本月底对小区
内短期能解决的隐患完成整改，对
一时难以解决的将对照问题台账分
步整改。

琼中一公租房小区污水倒灌租户家，住建部门督促物业排查整改

污水泡了家 租户堵了心

“双减”在行动
本报海口 10 月 12 日讯（记者刘梦

晓）10月12日，2021年全国农村留守儿
童关爱保护“百场宣讲进工地”宣讲活动
（第39场）在海口江东新区东寨新居二期
项目举行。活动旨在搭建在外务工父母
和留守儿童之间的亲情桥梁，目前已走进
全国300余个项目工地，累计参与活动人
数超600万。

“家长在与孩子沟通过程中要换位思
考，不要以自我为中心”“不能只用权威管
教孩子，要以朋友的身份多交流”……活动
现场，海南省社区心理援助协会秘书长丁
芳开展了以“关爱留守儿童身心健康”为主
题的知识讲座，教授家长和孩子之间有效
沟通的方法，促进务工子女留守儿童健康、
快乐成长。

活动现场，中建四局五公司志愿者
通过视频案例，围绕预防溺水、交通安
全、火灾安全、人身安全四个方面开展了

“儿童安全自护”专题宣讲，为留守儿童
筑起自我保护的屏障。现场还为留守儿
童发放“爱心助学”礼包，并在项目成立

“小候鸟”关爱服务点，积极搭建留守儿
童家庭沟通交流平台，同时建立一支相
对稳定的精诚志愿服务队，形成留守儿
童成长关爱服务的长效机制，为“小候
鸟”们构筑幸福童年。

据悉，为帮助搭建在外务工的父母和
留守儿童之间的亲情桥梁，中建集团自
2018年启动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

“百场宣讲进工地”活动，每年100场，覆盖
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活动走进江东新区

为“小候鸟”构筑幸福童年

10月12日，在海口江东新区东寨新居二期项目建设现场，来自四川的工人涂胜涌与
前来海口探望他的孩子团聚。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本报海口10月12日讯（记者计思佳）
为进一步提升全民网络安全意识，共筑网
络安全防线，10月11日上午，由海口市委
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主办的
2021年海口市第八届国家网络安全宣传
周启动。

本次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从10月11
日持续至10月17日，以“网络安全为人
民、网络安全靠人民”为主题，采取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方式展开，突出“六个一”，即：
一场2021年海口市第八届国家网络安全
宣传周启动仪式、一次2021年海口市网络
安全发展成果展、一项网络与信息安全巡
展活动、一个“人人都是网络安全守卫者”
有奖答题、一周户外LED屏网络安全宣
传、一次网络安全专项业务培训等活动，提
高广大网民对网络安全问题的防范意识和
能力。

此外，活动现场举行了海口市新媒体
协会揭牌仪式。据海口市委网信办相关负

责人介绍，海口市新媒体协会由海口市新
媒体领域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相关
人员等自愿组成，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的全市性、专业性、非营利性社会团体，
是海口市委网信办联系新媒体业界的桥
梁和纽带。

2021年海口市网络安全发展成果展
也在现场与启动仪式同步举办。中国移
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等企业亮相现场，
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现场解说、趣味游戏、
打卡赢文创产品等形式向群众普及个人信
息保护、网络安全防护、抵制网络谣言、防
范电信诈骗等网络安全知识，使安全知识
深入人心。

为期一周的活动中，海口还将举办
网络与信息安全巡展活动、网络安全
专项业务培训等活动，引导广大人民
群众共同关注网络安全，进一步营造
网络安全共建、共治、共享的浓厚社会
氛围。

2021年海口市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

六大活动共筑网络安全防线

小图：物业公司小区在23栋一楼外接出管道临时
解决排污管道堵塞倒灌问题。 本报记者 易宗平 摄

大图：小区租户家中被生活污水倒灌的情
景。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