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个夏天袁国际旅游岛商报社主
办的加拿大多伦多英语游学夏令营
已经启动招生遥 活动承办方加拿大
Trans-Communication和多伦多环球
英语村 渊GlobalVillageEnglishCenters冤
坐落于多伦多市中心袁27 间标准教
室袁2个宽敞明亮的学生休息娱乐室袁
配备桌球尧平板电视尧乒乓球室尧电脑
室尧免费Wifi尧冰箱尧24台微波炉尧图
书馆和学生咨询服务中心遥

据悉袁游学期间袁学生们将吃住
于多伦多当地家庭袁 按多伦多当地
饮食文化供餐袁住宿为 2人/间袁上午
进行全英文上课袁 下午是各类课外
活动遥 入选此次游学活动内容最具

吸引力的景点和活动包括院CN 塔尧
多伦多湖心岛尧 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尧
加拿大 Ripley爷s水族馆尧尼亚加拉大
瀑布尧加拿大Wonderland游乐园袁更
有当地风味十足沙滩排球和棒球赛
等着孩子们挥洒汗水遥

国际旅游岛商报社组织的加拿
大英语游学夏令营活动分两期袁第一
期为 7月 3日至 30日袁第二期为 8月
1日至 27日遥家长可根据需要选择其
中一期为孩子报名遥 此外袁有兴趣的
家长可陪孩子一同前往袁全程陪同孩
子感受异国游学遥

报 名 咨 询 电 话 院0898要要要
66203499尧65818181遥

加拿大多伦多英语游学夏令营招生啦

这个暑假请陪孩子异国游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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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520美林谷全城热恋冶

相亲交友活动
昨日海口启动

商报讯渊记者 徐明锋冤昨日袁野520
美林谷全城热恋冶 相亲交友互动活动
在海口美林谷营销中心启动遥
据活动主办方介绍袁 根据国家民

政局去年发布的数据显示袁 中国单身
男女人数已近 2亿袁东北尧广东尧海南
等省份的单身者居多袁 单身率接近
46%袁他们对交友婚恋的需求巨大袁追
求婚恋的质量和层次也在逐步提高遥
据了解袁该活动由慧远投资尧省婚

协尧生生国际三方联合举办袁是为海南
优质单身男女精心订制的系列活动遥
除了将于 5月 20日在生生国际举办
千人相亲交友外袁还将于 5月 21日在
美林谷开启一场极具神秘与浪漫气息
的烛光晚餐要要要假面舞会遥

商报讯渊记者 王辉冤随着海口野双创冶深
入开展袁 许多落后的小街小巷改造提升后
变靓遥 有这些改造变靓的小街小巷作对比袁
原来一些较好的小街小巷也就明显落后
了遥 在昨日的椰城纠风热线节目中袁滨海新
村的居民就向做客节目的龙华区区长凌云
求助袁 希望政府对滨海新村的小街小巷进
行改造提升袁方便 7300多名居民的出行遥

据滨海新村的居民介绍袁 现在整个滨
海新村的小街小巷都是上世纪 90 年代初
建设的袁当时是海口较好的社区袁每条小街
小巷都有花池袁 沿街居民都门前三包认领
种上漂亮的花草遥 经过 20多年的发展后袁
如今这些沿街的花池都被绿化树根涨裂袁
路面也破损袁沿街立面各种网线乱七八糟袁
特别是随着城市发展停车难问题更为突

出遥
听了居民反映的情况后袁 凌云在节目

结束后立即赶到现场查看遥 经过现场查看
和社区居委会负责人介绍情况后袁 凌云要
求区住建部门立即介入袁 全面排查滨海新
村的小街小巷具体情况袁按照野双创冶标准
和方便居民出行要求袁 对滨海新村的小街
小巷和立面进行改造提升遥

龙华区住建局局长曾德裕说袁滨海新村
共有 38条小街小巷袁5000多米长袁居住人口
2559户 7300人袁 主要存在问题有地下排水
系统破坏尧路面破损尧停车难尧立面网线乱遥
龙华区将投入 1500万元对这些小街小巷进
行改造袁半个月后动工袁两个月内完工袁改造
后达到目前海口最好社区水平袁把滨海新村
小街小巷打造成为龙华区示范街区遥

排水系统破坏尧路面破损
龙华区投入 1500万元
改造滨海新村小街小巷

商报讯 渊记者 徐明锋 通讯员 苏
仕琪冤 高温天气易引发流行性疾病蔓
延袁也给食品安全带来隐患遥为预防工
地食堂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袁近日袁陵
水县食药监局开展了 野送食品安全知
识进工地食堂冶活动遥
据了解袁 该局一方面安排餐饮监

管科室执法人员深入工地食堂袁 以现
场指导宣传尧知识讲座尧发放食品安全
知识资料等形式袁 指导工地食堂如何
开展防范发生食物中毒工作袁 引导其
加强食品加工规范操作管理袁 提高食
堂从业人员食品安全意识遥 另一方面
积极进行现场检查袁 执法人员对符合
条件的工地食堂要求其申办 叶食品经
营许可证曳袁对不符合叶餐饮服务食品
安全操作规范曳 要求的工地食堂下达
责令整改意见书并进行备案登记管
理袁促进工地食堂规范化管理遥

陵水食药监局

食品安全知识
送进工地食堂

商报讯 渊记者 吴静
通讯员 周平虎冤商报记者
从海南省优选九二式小
汽车号牌号码领导小组
办公室获悉袁我省今年第
四期小汽车号牌优选号
码将公开竞优发放袁定于
5月 30日上午 8时 30分
起在揽海大酒店渊海口市
海甸岛碧海大道 88 号袁
世纪大桥左侧冤接受现场
报名袁9时 30分起竞价遥

据悉 袁 此次有琼
A9999Y尧 琼 ACU666尧琼
AKK888尧 琼 BZ9999尧琼
BEE999尧 琼 EFF888尧琼
C9999V尧 琼 C00005尧琼

DU1111尧 琼 DFF888 等
150 个汽车号牌竞优发
放袁具体号牌号码及相关
要求请登录省公安厅交
警总队网渊http://hainanjj.
gov.cn冤查询遥

据了解袁此次发放的
竞优机动车号牌仅限于
九二式未编发的小型汽
车号牌袁参选对象限于个
人尧民营企业和外商独资
企业袁并只限于发放未注
册登记尧转移或变更登记
转入的 9 座渊含冤以下和
车长小于 6 米的小型载
客汽车袁已注册登记有号
牌的不得参与竞优遥

琼 A9999Y尧琼 BZ9999

150个车牌号
公开竞优发放

根据叶方案曳袁社区医生要为
签约居民提供一般常见病尧 多发
病诊疗尧 护理和诊断明确的慢性
病治疗袁建立签约医生工作台账袁
每月统计签约居民就诊情况遥
同时袁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实

行签约医生责任制袁对辖区服务
人群实行分类管理遥主要内容包
括:为签约家庭成员建立健康档
案; 在辖区发放健康教育资料袁
开展健康知识讲座袁加强健康人
群的健康教育;对 0-6岁儿童进
行国家免疫规划疫苗预防接种
和健康管理服务;对孕产妇实施
健康管理服务; 对 65周岁及以

上老年人每年提供 1次健康体
检和健康管理服务;对高血压和
2 型糖尿病患者提供主动健康
咨询袁每年提供 1次较全面的健
康体检和不少于 4 次面对面的
健康管理服务;对重性精神病患
者每年进行 1次健康体检袁每年
不少于 4次的随访服务;中医药
健康管理服务;结核病患者健康
管理服务遥

另外袁对签约居民每年进行
1 次健康状况评估并制定个性
化的健康指导方案袁让居民及时
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袁做到有针
对性的预防保健遥

海口 21万居民签约野家庭医生冶 129家社区医院 800个社区医生提供服务

签约医生进家门 市民看病不再难

商报讯渊记者 蔡磊冤去年 10月袁海口市印发叶海口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社区医生
与居民签约服务工作实施方案曳袁通过充分利用现有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络袁在全
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推行社区医生与居民签约服务模式遥 共分 5个阶段进行袁争取
在 2017年 12月底前袁签约服务人口数达常住人口数的 45%遥国际旅游岛商报记者从
海口市卫生局社会管理中心了解到袁目前已经进行到第 4阶段袁根据今年 4月份统
计的数据显示袁 目前已有 210483 人尧53133 户与社区医生进行签约袁 签约率达
10.07%遥

随着医改的不断深化尧医疗卫生事
业的发展袁以及民众对健康保健需求方
式的改变袁责任医生签约服务作为一项
全新的医疗卫生制度设计袁有助于引导
患者合理有序就医袁 促进基层首诊尧双
向转诊尧分级诊疗制度建立袁成为解决
野看病难尧看病贵冶的重要手段遥

海口市十五届人大五次会议将推
进野家庭医生冶服务工作列为 2014年海
口市人大常委会重点督办建议遥 2014
年袁海口市印发叶海口市社区卫生服务
机构社区医生与居民签约服务试点实
施方案曳袁选择 12家推行社区医生与居
民契约服务模式袁 成为该项工作的起
点遥 记者了解到袁 截至 2015年 3月 31
日袁共有 2000多户家庭参加签约袁签约
人数近万人袁 覆盖至 9个街道 15个居
委会遥

试点方案到期后袁2015年 10月 30
日袁海口市印发叶海口市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社区医生与居民签约服务工作实施方
案曳渊以下简称叶方案曳冤遥 根据该叶方案曳袁
社区医生服务团队主要由 1 名社区医
生尧1名护士和 1名公卫人员等 3人组
成遥而社区医生由参加过全科医师培训尧
至少有 2年以上的社区卫生工作经验尧
接受过卫生管理相关培训尧 参与过科室
管理工作尧 具备一定的团队管理能力的
执业医师承担遥 目前海口共有 129家社
区医院袁800个社区医生服务团队遥

签约服务对象为辖区内常
住居民袁 以辖区 65岁以上老年
人尧0-6岁儿童尧孕产妇尧慢性病
患者尧重性精神病患者尧结核病
患者尧孤寡老人尧残疾人等为重
点签约服务对象袁再推广至其家
庭成员袁最后扩展至辖区内所有
居民遥采取以家庭为单位签订协
议袁一个家庭只能选择一个服务
团队遥 签约服务为一年一签遥

根据该 叶方案曳 内容袁2016年 4月至 12月为第 4
阶段袁要求巩固提高签约服务工作袁签约服务人口数达
海口市常住人口数的 40%遥
记者从海口市卫生局社会管理中心了解到袁

截至今年 4月袁海口市已有 210483人尧53133户与
社区医生签订服务协议袁 签约率已经达到了
10.07%袁相比于今年 3月份的 7%袁有较大上涨袁是
方案实施以来涨幅最大的一个月遥 海口市卫生局
社会管理中心黄主任告诉记者袁 随着方案进入第
4阶段袁 各项工作已经在全市 129家社区医院全
面铺开袁所以第 4阶段的首月便取得了约 3%的涨
幅遥
记者了解到袁为让居民了解该项工作的意义袁

海口市通过利用健康教育讲座尧 居民上门就诊等
机会袁及通过横幅尧展板尧张贴标语尧传单尧社区医

生居民联系卡尧 免费体检服务等方式进行宣传遥
野社区医生在给居民看病时袁都会给居民讲解签约
方案袁有不少居民能接受遥 冶黄主任说遥根据叶方案曳
对第 4阶段的要求袁 在今年要完成签约率 40%的
目标遥 目前海口人口数量约 222万人袁也就是说今
年要完成 888000人的签约袁目前仅完成了四分之
一遥
对此袁黄主任表示压力大遥 她介绍袁目前海口

有约 129家社区医院尧800个社区医生服务团队袁
如果今年完成任务袁 每个团队平均要签下 1110
人袁 完成全部的任务每个团队平均要签下 2775
人遥 野在一些率先开展这项服务的城市袁每个团队
的规划是服务 2500人袁海口要在这个基础上要多
300人左右遥不过袁随着工作和宣传力度的铺开袁接
下来或许会越来越好遥 冶黄主任说遥

社区医生与居民签约有哪些服务？

商报讯渊记者 肖卫香冤源于孔子袁流于今世袁在历史的冲刷中袁
游学依然是教育界不褪色的学习模式遥 离开自己熟悉的环境袁到
另一个全新的环境里进行学习和游玩袁在学习之中潜移默化的体
验人生袁如此方式袁便是野行万里路袁读万卷书冶的游学过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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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共有 129家社区医院约 800个服务团队A

海口今年将有约 89万人有“家庭医生”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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