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侨中院吕小平渊高级教师冤
一中院乐小林渊高级教师冤
实验中学院朱家林渊一级教师冤
琼山中学院冯周民渊高级教师袁级长冤

海南侨中院屈水顺渊高级教师冤
一中院肖吉光渊高级教师冤
实验中学院徐芹渊高级教师冤
琼山中学院郭小兰渊一级教师袁备课组长冤

6月 24日 6月 26日

海南侨中院屈崇涛渊一级教师冤
一中院丁忠兵渊高级教师冤
实验中学院邱桂兰渊高级教师冤
琼山中学院林江渊一级教师袁备课组长冤

海南侨中院侯晓燕渊高级教师冤
一中院陈文彩渊高级教师冤
实验中学院王锡思渊一级教师冤
琼山中学院梁定皆渊高级教师袁组长冤

6月 25日 6月 27日

潘琴告诉记者袁很多新护士袁
被分配到感染科时袁 会有抵触情
绪袁甚至有了辞职的念头遥于是她
就经常与护士进行耐心沟通袁关
心体贴她们的辛苦袁 为她们解决
困难袁给予生活上的帮助袁解除大
家心里顾虑遥

2013年至今袁感染科绿色通
道收治的无陪不能自理的患者
40余名袁这些患者多数是在外面
流浪无亲人照顾袁 生活不能完全
自理袁满身污垢恶臭难忍袁这使感
染科的护理任务大大增加袁 工作
压力非常大遥在感染科里袁常常能
看到护士长带领护理姐妹不顾脏
乱尧擦洗被屎尿弄脏的墙壁曰不顾

疲劳袁 认真照顾患者生活起居等
等动人的场面遥
作为护士长袁 潘琴时刻铭记

自己的责职责袁 她这种时刻以工
作为重心尧以病人为中心尧以同事
着想的事迹举不胜举袁 不管多苦
多累她总是勇敢面对袁 为患者驱
散心中的忧愁和病痛袁 为护士们
排忧解难遥
她的敬业尧 她的无私多次获

得同事和领导的称赞袁2012年她
评为野优秀护士长冶曰2014年潘琴
管理的感染科荣获 野三亚市三八
红旗集体冶袁2015年她获得野三八
巾帼建功标兵冶尧野优秀护士长冶的
称号遥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 辕海拔手机端
记者 臧会彬 通讯员 李明镜冤 野要让
每位有资金需求的贫困户都能拿到扶
贫贷款资金冶遥 为深入贯彻叶海南省金
融扶贫集中推进 野百日行动冶 实施方
案曳袁集中全力推进金融扶贫野百日行
动冶工作遥 近日袁海口农商银行全面启
动金融扶贫百日大行动袁全面开展金
融精准扶贫融资需求袁就海口市 4000
多户建档立卡贫困户的融资需求进
行全面摸底调查袁以最快速度发放扶
贫贷款袁 力争 10月份前完成全年任
务的 80%遥
按照工作部署袁海口农商银行将

积极对接海口市委农办袁在政府的统
一安排下袁各基层支行将对建档立卡
的贫困户进行双人入户走访调查摸
底袁宣传精准扶贫政策袁摸清有劳动
能力尧有致富意愿尧有生产经营项目
的建档立卡贫困户融资需求袁制定有
针对性的扶贫方案袁简化手续袁加快
放款速度袁做到野对象精准尧应贷尽
贷冶袁按照野一户一档冶的方式建立金
融服务档案袁强化跟踪服务袁建立完
善金融扶贫工作机制袁全面提升金融
服务和管理水平袁切实加大扶贫信贷
资金投放力度袁 着力提升金融扶贫
的精准度和覆盖面袁帮助贫困户脱贫
致富遥
据悉袁 海口农商银行是海口市网

点和从业人员最多尧服务覆盖面最广尧
存贷款和资产规模最大的银行业金融
机构袁成立以来袁该行扎根农村袁坚守
服务野三农冶宗旨不动摇袁聚焦县域和
乡村脱贫攻坚的主战场袁 以实际行动
大力支持野三农冶尧小微企业以及贫困
人口的发展袁 在扶贫贷款发放中充当
主力军遥

海口农商银行

启动金融扶贫
百日大行动

志愿怎么填？不用愁，看这儿！
海口 12345热线联动市教育局安排名师为您解惑
商报全媒体讯(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王辉) 高考

成绩很快就会揭晓袁志愿怎么填报成了家长们口中
讨论不停尧心中时时牵挂的热点话题遥 为此袁海口
12345 热线联动市教育局袁邀请侨中尧一中等名校
老师到 12345 热线话务前台解答有关高考填报志
愿问题袁为家长们排忧解难遥

野平行志愿冶如何解读钥 不服从调剂会怎样钥 选好
专业还是好学校钥选好学校还是好地方钥 xx专业就业
前景如何钥 我的分数在一本末尾袁是报一本院校还是
二本院校比较好钥

6月 24日至 27日袁上午 9:00-12:00袁下午 13:00-
18:00袁 市教育局将派侨中尧 一中等名校教师值守
12345热线话务间遥 欢迎各位家长致电 12345热线或
通过 12345热线微信平台进行咨询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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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期间袁海口党政代
表团还先后到上海闵行区城
市综合管理和应急联动中
心尧 徐汇区行政服务中心等
地袁 深入了解上海在 野放管
服冶改革尧社区网格化管理尧
便民服务等方面的经验及做
法袁 考察学习上海先进的城
市管理理念袁 以及在城市规
划尧岸线开发尧历史街区保护
与利用等经验遥
通过考察学习袁海口各级

领导干部开阔眼界袁 看到差
距袁主动对标袁对野城市管理
要像绣花一样精细冶 有了更
加深刻的理解袁 进一步凝聚

共识袁增强发展改革的使命感
和紧迫感遥

张琦在考察学习时强
调袁海口各级干部要主动尧认
真学习上海科学化尧 精细化
的城市管理经验袁倍加珍惜
海口的资源袁用野绣花功夫冶
管理和建设好海口的每一
寸土地袁要牢固树立野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冶强烈意识袁
秉持 野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
命共同体冶理念袁让城市在发
展中依然能野望得见山尧看得
见水尧记得住乡愁冶袁以实干
担当为实现野三大愿景冶贡献
力量遥

海口代表团赴上海招商及考察 学习上海先进城市管理经验

带着诚意招商 借智“上海经验”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

端记者 王辉冤 6月 15日至 18日袁
省委常委尧海口市委书记张琦率领
海口市党政代表团赴上海开展招
商及考察学习遥 在上海期间袁海口
党政代表团拜会上海市领导袁转达
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的问候袁两地
就携手发展共赢达成共识袁海口党
政代表团还马不停蹄地考察上海
戏剧学院尧宝山区尧闵行区尧徐汇区
及企业袁商谈合作事宜袁学习上海
先进的城市管理经验遥 上海市副市
长翁铁慧等参加拜会袁海口市委副
书记尧市长倪强尧市委副书记吴川
祝尧市委常委顾刚尧林海宁尧李向
明尧王忠云等市领导参加招商及考
察学习活动遥

带着诚意招商引资，相约海南综合招商

在上海期间袁海口党政代表团先后考
察上海戏剧学院尧 上海宝山区邮轮产业尧
上海申通地铁集团尧中国民生投资集团尧
旭辉集团以及上海机场(集团)有限公司遥
每到一处袁海口党政代表团与相关负责人
坦诚交流袁 倾听企业诉求袁 并就加强文
化尧邮轮经济尧轨道交通尧水上飞机尧装配
式建筑尧医疗健康尧教育尧全域旅游等领
域合作进行推心置腹的交流袁并发出参加
2017海南综合招商活动的野海南邀请冶遥

在考察中袁张琦指出袁省委省政府提
出依托野三大优势冶袁实现野三大愿景冶袁并
提出扶持海口野做大做优做强冶袁海口当
前正在抢抓国家野一带一路冶尧北部湾城
市群等重大战略机遇袁加快构建野一江两
岸尧东西双港驱动尧南北协调发展冶城市

新格局袁建设国际化滨江滨海花园城市袁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遥
张琦强调袁实现海口的野大尧优尧强冶袁

要以产业为支撑袁坚持野世界眼光尧国际
标准尧中国特色冶谋划和引进项目袁通过
野招商引资冶袁和大企业进行全方位合作袁
以野大企业进入尧大项目带动冶袁推动海口
邮轮经济尧轨道交通尧装配式建筑尧旅游
等产业发展袁 同时加快推动琼州海峡经
济带建设袁实现野路通财通尧港通财通冶遥
在考察虹桥综合交通枢纽时袁 张琦

强调袁 虹桥综合交通枢纽为海口新海港
建设提供了一个鲜活的案例袁 市相关部
门要认真深入学习上海在综合交通枢纽
建设方面的经验袁以服务游客为重点袁精
心做好规划袁打造新海港的野升级版冶遥

借力借智“上海经验”

海南省第三人民医院感染科护士长潘琴

患者“天使”感染科一线坚守 8年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李碧微 摄影报道冤 海
南省第三人民医院感染科袁 是海南南部地区唯一救治感染病区袁
长期承担着各种传染性疾病的预防诊治工作袁因此收治了许多艾
滋病等传染性疾病患者遥 许多人对这些患者心存畏惧袁甚至有的
家属将患者交给医院就甩手不管遥 然而袁在这种工作条件下袁感染
科护士长潘琴却兢兢业业坚守 8年袁成了患者的野天使冶遥

默默付出 坚守一线 8年
潘琴袁1993年毕业于农垦卫校袁

分配在海南省第三人民医院并从事
护理工作 20多年遥

潘琴说袁她在 2009年 4月从神
经内科调到感染科当护士长袁 当时
甲型 H1N1疫情在全球蔓延袁 但交
接工作还没有理顺遥 野当时在这个岗
位上袁压力很大袁心想着自己在一线
岗位上一定要做好防护工作袁 不能
有半点差错遥 冶为此袁潘琴开始向在
耶非典爷 时期的老护士们讨教经验袁
带领全科护士们全力地投入到工作
中袁 迎接了一批又一批疑似甲型
H1N1及确诊患者遥

野我记得确诊甲型 H1N1的第
一例是位男病人遥 当时全院戒备袁所

有医务人员都投入当中遥 冶潘琴告诉
记者袁当时她刚来科室袁经验不足袁
面对的压力是空前的袁经常失眠遥

至今为止袁 感染科收治了上百
例疑似确诊甲型 H1N1患者袁 无一
死亡病例袁无一医务人员被感染遥 这
与潘琴的默默付出是密不可分的遥

自 2009 年 4 月潘琴调到感染
科任护士长至今袁 已经 8 个年头遥
野在工作中袁 她一直以工作为重心袁
以病人为中心袁 不管多苦多累她都
会勇敢面对袁患者有忧愁和病痛袁就
去替他们驱散袁 护士有困难就去和
她们谈心袁替她们去除顾虑遥 冶潘琴
的同事告诉记者袁 她成了大家学习
的榜样遥

银 工作中的潘琴兢兢业业生活中的潘琴乐观开朗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肖卫香冤 省教育厅近日转发教
育部办公厅尧 中国残联办公厅印发了
叶关于做好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招
生入学工作的通知曳渊以下简称 叶通
知曳冤袁省教育厅尧省残联联动对残疾儿
童少年招生入学工作做了具体要求遥
省教育厅要求袁各市县教育尧残联

部门要高度重视袁 将残疾儿童少年义
务教育招生工作纳入义务教育招生入
学整体工作袁落实好各项招生工作遥各
市县要加强条件保障袁 确保每一名家
庭经济困难的残疾儿童少年都能入
学袁 切实保障残疾儿童少年平等接受
义务教育的权利遥

省教育厅携手省残联

残疾儿童少年
确保全部入学

值
班
表

关心体贴 照顾患者无怨无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