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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干部疗养院、 海南省老年病
医院是隶属于海南省委组织部从事医疗
保健服务的正处级事业单位， 是一个集
医疗、疗养、保健、康复、教学、科研为一
体的具有较强专业特色的园林式医院，
是省、各市县城镇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
保和新农合定点医院， 是省级机关事业
单位和省离退休老干部健康体检定点医
院，是海南省唯一一家老年病医院。

海南省干部疗养院经过努力耕耘走
上了健康、和谐、规模化、品牌化的快速
发展之路。 精湛的医术、先进的设备；优
美的环境，三位一体的“五心十五星”品
牌服务；救死扶伤、以人为本、医德为先、
服务社会的经营理念及团结、 拼搏、进

取、 创新的优良院风等获得社会各界的
高度好评。如今，该院现已发展成为海南
一流的疗养院和特色专科医院。

学科科室设备齐全
满足病人需求

医院设有两个门诊：住院部、健康体
检中心和疗养部，开放病床 440 张。

心血管内科是该院重点专科。 经过
多年的发展， 已逐步形成了具有雄厚实
力，在临床与科研方面颇有建树，在省内
外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临床学科。 目前科
室共有主任医师 2 名，副主任医师 4 名，
主治医师 2 名， 拥有丰富和先进的临床
经验与理论。

科室现拥有动态心电图、动态血压、
心脏彩超（型号）、全身动脉硬化检测仪。
（型号）科室设置床位数 64 张，装备有多
功能监护仪 6 台，以及除颤仪、呼吸机等
抢救设备。

该院还参与中国心血管康复医学临

床合作 《中国心血管病人生活质量评
定》，取得良好的社会效应。在科研上，近
三年来本学科承担及参与各级科研项目
6 项，其中省部级 2 项，厅局级 4 项 ；近
三年在国内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 10 余
篇，获得省部级科技成果奖励 1 项。

目前还设有康复医学科、 老年保健
医学科、老年心血管病科、老年呼吸科、
老年内分泌科、神经内科、呼吸内科、消

化内科、内分泌与代谢病科、口腔科、中
医科、中西医结合科。

医技检查、诊断、辅助治疗科室有：
放射科、检验科、功能检查科、超声科、药
剂科、温泉水疗室等。

医院设备齐全，有核磁共振（MR）、
全身 CT、 直接数字化 X 线摄影系统
(DR)、骨密度仪、动脉硬化检测仪、动态
心电图、动态血压仪、彩超、经颅多谱勒、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血液流变学检测仪、
全系统中央监护系统、 呼吸机和康复机
器人等现代化医疗仪器设备。

拥有一批医学专家教授
如今，医院现有职工 389 余人，拥有

一批临床经验丰富的医学专家、教授，其
中高级职称的 38 人，中级职称 54 人，初
级职称 230 人。 在老年病治疗方面特别

是脑血管与心血管病的治疗方面， 实现
了药物治疗、康复措施、疗养因子、药物
膳食的全面结合， 治疗心脑血管病取得
较好效果。

医院还有独立、 宽畅的健康体检中
心，可为机关事业单位、学校和各企业单
位提供一站式的健康体检服务， 建立健
康档案，提供健康咨询和健康教育。

海南省老年病医院是中华医学会
骨质疏松病科普教育基地 ； 是北京老
年医院医疗合作医院 ， 北京老年医院
定时委派高级专家到医院指导业务 ，
包括专家门诊 、疑难病例讨论 、教学查
房 、科研讲座等 ；医院还是海南医学院
的教学医院 ， 是省内医学院校的实习
进修基地。

该院坚持以病人为中心， 全心全意
为人民健康服务，以老年病专科特色，打
造医院品牌，不断加强内涵建设，提高医
疗技术水平， 努力为社会提供优质的医
疗、体检、疗养服务，切实保障人民群众
身体健康。

住院部一号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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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以人人为为本本 德德医医为为先先 服服务务社社会会 保保障障健健康康
———记海南省干部疗养院、海南省老年病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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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度儋州市交通管理总站运政执法集训

张自轩站长给工作人员讲解有关《条例》和《办法》

查处非法改装车辆

8
22001155 年年 1122 月月 3311 日日 星星期期四四

编编辑辑//丁丁汀汀 校校对对//李李扬扬 版版式式//陈陈艳艳

特特 别别 报报 道道苏苏
东东
坡坡

儋州市交通管理总站开
展运政执法集训

培养一批高素质执法能手
为进一步提高运政执法队伍业务素

质、综合执法水平和法律法规知识，2015
年8月13日至8月21日儋州市交通管理总
站74名执法人员到预备役民兵训练基地
开展为期9天的运政执法集训。

副市长符巨友出席动员会讲话并指
出， 随着交通运输事业的不断发展变化
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修订和出台， 对交
通运输行政执法工作提出了更新更高的
要求， 因此当前组织执法人员进行行政
执法集训学习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是新
形势下交通运输事业发展的需要。

符巨友还要求， 参加集训学员要珍
惜此次集训机会， 认真听好每一课，从
“知法、学法、懂法、执法”的角度出发，学
以致用， 全面提升交通运政执法队伍综
合素质，提高依法行政、依法管理、服务
行业发展的水平和能力。

此次集训以提高执法人员综合素质
为主线，以运政执法工作为重点，以培养
一批高素质执法能手为目的， 着力打造
一支“政治合格、作风过硬、业务熟练、纪
律严明、人民满意”的运政执法队。 培训
则主要包括列队、前进与停止、敬礼、体

能、射击教学、交通指挥手势以及《中华
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 》《安全生产
法》等法律法规内容。

组织开展学习《事业单位
人事管理条例》

细化人事争议处理及法律责任
为了规范事业单位的人事管理，保

障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合法权益， 建设
高素质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队伍， 促进
道路运输服务发展。 2015年12月9日，儋
州市交通管理总站69名工作人员开展学
习《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宣贯会议。

会议上， 儋州市交通管理总站站长
张自轩分析事业单位改革发展的新形势
新要求，指出《条例》的颁布和实施，对于
建立权责清晰、分类科学、机制灵活、监
管有力、 符合事业单位特点和人才成长
规律的人事管理制度， 建设高素质的事
业单位工作人员队伍， 促进道路运输服
务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细化讲解
岗位设置、公开招聘、竞聘上岗、聘用合
同、考核培训、奖励处分、工资福利、社会
保险、人事争议处理，以及法律责任等内
容， 生动阐述了事业单位人事管理的基
本制度，会议还学习了《海南省机关工作
人员病事假暂行办法》。

最后要求各股室、 分站要深刻理解
两个文件精神，围绕工作大局，抓思想作
风建设，教育和管理好广大干部职工，落
实请销假制度，确保完成全年工作任务，
并将会议精神传达到每一位干部职工。

运政执法显成效

促进道路运输市场稳定发展
儋州市交通管理总站以十八届四中

全会精神为指导， 全面贯彻落实省厅和
儋州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按照稳中
求进的总基调，“夯实基础、攻坚克难、凝
聚力量、乘势而上”，全力推进道路行业
健康和谐发展， 打击取缔各类运输市场
的违章违法行为，保护合法经营者利益，
维护运输市场正常秩序。

在2015年里， 儋州市交通管理总站
认真做好了 “春运”、“五一”、“中高考”、
“中秋”、“国庆黄金周” 等重大节日组织

保障工作。 面对道路运输市场违章发生
率高、管理任务重和执法人员少情况，儋
州市交通管理总站制定了 “春运工作方
案”、“整治非法营运实施方案”、“联合开
展车辆超限超载治理工作方案”，积极与
相关职能部门搞好协作，采取联合执法、
联动执法，对重点路段、重点区域坚持24

小时巡回监控，确保道路运输秩序良好。
今年，儋州市交通运输局从10月起，

利用3个月的时间开展规范客运市场秩
序专项整治行动，以营造安全、畅通、有
序、文明的道路客运环境。 根据《儋州市
交通运输局规范客运市场秩序专项整治
实施方案》，行动分四个阶段对所有的城
乡道路客运企业、客运车辆、汽车客运站
及非法从事客运经营的车辆进行整治。
行动将重点整治未经许可， 而非法从事
道路客运的车辆； 不按规定的线路行驶
和不按规定的站点停靠， 不按许可区域
经营，站外上下旅客，擅自暂停、终止班
线客运的行为； 非法上路阻挠合法客运
班线客运车辆正常运行， 欺行霸市和阻
碍交通等违法行为。

为此，儋州市交通管理总站严厉打击
无证非法从事客运经营的各类车辆，取缔
非法从事出租客运经营的无牌、 无证、套
牌、报废的各类车辆。 严厉查处客运班车
站外停靠、 不按核定线路行驶等违章行
为。至11月30日，共查处各种违章车辆898
辆，其中：“黑车”42辆，违章货车336辆，违
章客车19辆，违章出租车22辆，非法营运
两轮466辆，罚没257.1万元，促进了儋州
市道路运输市场健康、稳定发展。

儋州市交通运输部门加强运政执法

保障道路运输市场稳定发展
本报记者林鸿河 麦文耀

儋州市交通运输局是主管全市交通运输工作的政府工作部门，内
设办公室、 政策法规科、 道路水路运输科、 公路建设养护科等 4 个科
（室）；下属儋州市交通管理总站、儋州市地方公路管理站和儋州市港航
管理所 3 个事业单位。

在国家有关交通行业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上， 儋州市交通运输
局认真贯彻执行，拟订全市交通行业发展战略、政策和法规、规章，并监
督实施。主要职责是组织交通重点工程建设的实施和监督管理，组织实
施公路养护，对交通运输市场和交通基本建设市场实施监督、管理和调
控。另外还监督运输企业经营行为和服务质量，维护交通行业平等竞争
秩序，指导交通行业体制改革，引导交通运输企业优化结构、协调发展。
特别是在治理公路“三乱”以及交通稽查工作上，取得了显著成效。

以色列最高法院２９日以受贿罪判处
前总理埃胡德· 奥尔默特入狱１８个月。
这名７０岁的前总理将于２月１５日开始服
刑。 他是以色列１９４８年建国以来首名因
贪腐罪名获刑的总理。

最高法院的裁决部分推翻了特拉维
夫地方法院先前对奥尔默特受贿罪的判

决，不过坚持认定奥尔默特有受贿行为，
只是涉案金额较小。

此前， 奥尔默特被控１９９２年至２００３
年任耶路撒冷市长期间， 接受房地产开
发商的贿赂。 ２０１４年５月，特拉维夫地方
法院认定奥尔默特在两起案件中分别受
贿５０万谢克尔（约合１３万美元）和６万谢

克尔（１.５万美元），判处他入狱６年并处
以罚金。

奥尔默特提出上诉。 最高法院２９日
裁定， 奥尔默特收受地产商５０万谢克尔
以帮助家人还债的指控证据不足， 但是
他收受过６万谢克尔贿赂。

奥尔默特坚称自己没收受过贿赂，

不过表示尊重最高法院的判决。
奥尔默特２００６年出任总理 ，２００８年

被指认有腐败行为，被迫宣布辞职。
在另一起案件中， 耶路撒冷地方法

院今年５月认定奥尔默特接受一名美国
商人的贿赂，判处他８个月监禁。 奥尔默
特已经提出上诉。 （据新华社）

以色列前总理受贿入狱

美国民间团体指认， 美国谷歌公司
利用自身的教育软硬件产品， 未经许可
收集学生的网络活动信息， 乃至用于精
确投放商业广告。

谷歌公司的笔记本电脑和教育软件

已经广泛进入美国 Ｋ－１２ 学校， 即大学
以下学校。 《华盛顿邮报》报道，以笔记本
电脑为例，２０１２ 年，Ｋ－１２ 学校所用笔记
本和平板电脑中， 谷歌笔记本所占比例
不到 １％，苹果公司的产品超过 ５０％。

谷歌笔记本在学校市场销量攀升迅
速，主要原因是价格低廉，售价为 １００ 美
元至 ２００ 美元不等， 远低于苹果同类产
品。 而且，谷歌提供免费软件。 谷歌公司
今年早些时候加入一项行业承诺， 对利

用自身产品搜集并使用学生信息的行为
作出规范限制。 然而，美国电子产品维
权基金会向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投诉，
指认谷歌并未遵守承诺， 肆意追踪、收
集学生网络活动信息 ， 继而建立数据
库，乃至利用这些信息在某些谷歌软件
中向学生精确投放商业广告。谷歌把谷
歌邮箱 、日历 、文字处理等软件定为教
育软件，而谷歌搜索、地图、新闻以及优
兔视频等软件不在此列。 （据新华社）

谷歌被指用软件侵犯学生隐私
利用信息向学生投放商业广告

遗失
声明

胡忠生不慎丢失人民警察证，编号为 460008，特此声明
作废。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公 告
（2015）秀民二初字第 426 号

赵香姐，杨岛，海南博盈投资担保有限公
司：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海口龙华支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及证据、诉讼当事
人须知、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等
诉讼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并定于 2016 年
3 月 18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二 0 一五年十二月十七日

海南省东方市人民法院

公 告
（2015）东执字第315号

文初生：
本院受理执行人刘国奎与你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5）东执字第315号执行裁定书，内容
为：一、查封被执行人文初生所有的车辆
型号为CG955， 车辆识别码 /车架号为

00000000100904866的成工牌轮式装载机
一辆。二、在查封期内，该装载机由申请人
保管，若因申请人故意或过失导致该装载
机丢失或毁损，由申请人承担责任。三、查
封期限为1年。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限你自公告期满后5日内，
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
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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