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椰城夜间专家门诊：叫好不叫座
商报记者走访发现院患者少 市卫健委院部分医院专家排班未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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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10月 24日 18时许袁校警巡逻时袁
南门是上锁的遥 当晚袁学生出事后袁我们
也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袁 及时送学生去临
高县人民医院治疗袁并垫付 1800元的医
药费遥 冶符校长回忆说袁南门是往里面开
的袁后来经过了解袁是学生往外踢门袁导
致铁门倒塌遥

符校长告诉记者袁事情发生后袁学校

积极配合家长做好学生治疗工作遥 10月
25日一早袁在全校开展安全教育袁通报此
事袁倡议师生捐款遥10月 29日袁也到医院
看望了受伤的学生袁 并送上他个人的慰
问金和师生的捐款共计 7000元遥 与此同
时袁学校领导决定压缩教师培训经费袁从
中拿出一万元借给家长用于治疗学生袁
也将此事汇报给了临高县教育局袁 并和

校方责任险尧 学生个人险的保险公司沟
通袁 但是保险公司需要产生票据后才能
理赔遥

针对学生被校门砸伤一事袁 临高县
教育局有关负责人表示袁 教育局已经成
立调查组袁正在调查袁将依法依规处理遥
同时袁 已经受理家长发给教育局的汇报
函袁全力配合家长做好学生治疗工作遥

经查袁2017 年 3 月开始袁
犯罪嫌疑人黄某清尧黄某彬等
人以福州耀发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开发尧制作尧推广野宾利国
际冶野太阳城冶野金皇娱乐城冶
野澳门凯旋门冶等赛车类尧跑马
类 APP 袁制作了野飞度冶野优博冶
野帝豪冶野九龙仓冶野金猫在线冶

野众盈冶等彩票尧赛车类的赌博
网站袁并收取网站制作费和服
务器维护费遥 同时设立多个窝
点诱骗袁 通过 野微信冶野陌陌冶
野美丽约冶野探探冶野伊对冶 等交
友尧婚恋平台袁选择有一定经
济实力的男性作为诈骗对象袁
以谈恋爱尧交朋友袁甚至结婚

为诱饵袁让客户充值到野太阳
城冶 等游戏平台进行投注袁并
利用网站后台可操控性的功
能袁 对玩家的投注金额进行
野吃大赔小冶 或者清除数据处
理袁达到诈骗目的遥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
理中遥

学校铁门倒塌 砸伤学生昏迷不醒
家长院拿不出十几万元医疗费 临高县教育局院全力做好学生治疗工作

6日 20时 50分袁记者来到
海口市妇幼保健院被告知袁该
院还未开设夜间专家诊室袁患
者晚上来看病同往常一样需要
挂急诊科遥

针对个别医院还未开设夜
间专家门诊情况袁7日上午袁海
口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在接受
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袁目前袁已
通知市属二级以上的医院开设
夜间专家门诊袁 还未开设夜间
专家门诊的医院可能是因为该
院的专家排班情况还未落实袁
因为专家白天出诊加上晚上出
诊袁 需要时间去合理安排专家

的出诊时间遥
该负责人还表示袁 目前医

院开设夜间专家门诊工作正在
初步运行袁 很多地方还需要完
善袁野椰城市民云冶 还未能够预
约袁 等各家医院专家排班表出
来后袁 他们才对外挂出专家出
诊时间袁 届时市民朋友可以通
过网上预约遥

此外袁 市卫健委要求各公
立医院结合本院实际袁 合理安
排各科室专家出诊袁 也要求专
家排班要相对固定袁 以保证病
人诊治的连续性遥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徐
明锋 摄影报道冤10月 24日晚袁临高县红华中
学初二学生小劳被倒塌的校门砸伤袁 砸中脑
部袁至今昏迷不醒遥 11月 7日袁临高县教育局
有关负责人表示袁 已经成立调查组袁 正在调
查袁全力配合家长做好学生治疗工作遥

11月 6日袁 临高县皇桐镇村民劳先
生拨打国际旅游岛商报新闻热线称袁他
的儿子小劳今年 14岁袁就读于临高县红
华中学初二年级遥 10月 24日 21时下晚
自习后被学校的铁门砸伤袁 造成重型颅
脑损伤尧颅内积血袁积气多发脑颅面积骨
折等各项身体严重损伤袁 仅是头部就被
缝了 30多针遥

野小劳被学校的铁门砸伤袁 伤及头
部袁当即昏迷袁经过重症监护室救治袁现
在还没有醒袁 后续治疗还需要花费十几
万元遥家里平时生活就很拮据袁再加上这
次突如其来的灾难袁简直是雪上加霜袁住
院到现在袁已经花费了四万多元袁都是东
拼西凑袁 现在已无力承担昂贵的医药费
了遥 冶劳先生说遥

国际旅游岛商报记者接报后袁6日上
午袁来到海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见到
了受伤的小劳袁头部有一条长长的缝针
口袁正处于昏迷状态遥 记者在疾病证明
书上看到袁小劳被诊断为急性重型颅脑
损伤尧脑脊液鼻漏尧多发颌面骨骨折和
肺部感染等遥

家长 儿子头部被缝了 30多针

7日袁 记者来到临高县红华中学袁在
校警的指引下袁来到了学校南门袁也就是
小劳被砸伤的地方袁南门是大铁门袁已经
被重新加固并上锁遥

据附近的小卖部老板介绍袁10月 24
日晚上 21时许袁 听到铁门倒塌的声音袁

大家便赶过去袁发现铁门压着一名学生袁
学生的头部不停在流血袁 便赶紧告诉学
校老师遥

红华中学符校长告诉记者袁 南门是
2017年为了方便修建教学楼运输建材而
设置的铁门袁 只有运输建筑材料时才打

开门袁平时都是关闭袁不允许学生从南门
进出遥

然而记者查看南门四周并未发现
禁止学生通行的警示标语以及安全提
示语遥

记者走访 南门四周未发现警示标语

临高县教育局 已成立调查组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吴英艳 摄
影报道冤11月 1日开始袁海口 6家公立医院在节假日尧
周末尧夜间开设专家门诊遥 夜间增设专家门诊袁门诊患
者情况如何呢钥 记者进行了实地走访发现袁6家公立医
院并没有全部开设夜间门诊袁 其中海口市人民医院海
甸总院尧海口市第三人民医院尧海口市第四人民医院椰
海院区已开设夜间专家门诊袁海口市中医医院尧海口市
妇幼保健院尧 海口市骨科与糖尿病医院还未开设夜间
专家门诊遥 而且各家医院开设的夜间专家门诊时间不
同袁有的上班时间延长至 21时或 22时遥

5日 20时 30分袁记者来到海口市
人民医院二楼夜间专家诊室时袁 诊室
里无一名患者袁 当晚值班的分别有一
名外科专家和一名内科专家袁 还有一
名护士遥 记者在诊室外等待近 30 分
钟袁内科终于迎来了一名患者袁是因为
小孩因误吞了食物袁 家长担心便急忙
前来寻找医生遥
值班护士告诉记者袁 自从开设夜

间门诊几天以来袁 每天晚上患者数量
都不太稳定遥 因为刚开始运行袁很多人
还不知道这个消息袁 所以患者相对较
少遥 夜间挂号费和白天门诊同等价钱遥
记者了解到袁目前袁该院微信公众

号已开设夜诊挂号栏目袁 广大市民可

以通过微信公众号了解专家排班情况
进行挂号遥夜诊微信挂号时间 17时 30
之后可挂袁 挂号当天请选择 野当天挂
号冶要要要选择野内科或者外科冶去挂号遥

6日 20时 10分袁记者来到海口市
第三人民医院袁该院自 11月 3日起开
始增设夜间专家门诊袁 坐诊时间为 19
时耀21时袁21时后来看病的患者袁就需
要挂急诊遥

夜间来看病的患者并不是很多袁
记者在此等候半个小时才来了一位患
者遥 当晚袁市民王先生带着老人前来看
病袁王先生告诉记者袁因为白天上班没
有时间袁所以才晚上来看病袁医院开设
夜间诊所对上班族来说确实很方便遥

记者走访 夜间专家门诊患者较少

开发制作赌博 APP 诱骗男网友充值
海口 106人涉嫌诈骗罪被批准逮捕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魏铭纬冤11月 7日袁国际旅游岛商
报记者从海南省人民检察院获悉袁近
日袁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决
定袁依法以涉嫌诈骗罪对犯罪嫌疑人黄
某清尧黄某彬等 106人批准逮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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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卫健委 部分医院专家排班未落实

儋州警方专项打击
电信网络诈骗

打掉6个团伙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林万丽冤今年以来袁儋州市以严
打高压态势袁 持续开展对电信网络诈
骗违法犯罪野蓝天行动冶系列专项打击
和治理袁取得了显著成效遥 但近期袁电
信诈骗犯罪在个别乡镇农村地区仍然
时有发生袁 为坚决遏制这类案件发案
势头袁 按照儋州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部
署袁 儋州市公安局根据前期掌握的情
况袁决定于 11月 1日开始发起野蓝天
四号冶集中抓捕行动遥

11月 7日凌晨袁儋州 180名警力
奔赴那大尧木棠尧中和尧西培尧白马井等
镇袁 共抓获涉嫌电信诈骗嫌疑人 51
名袁打掉团伙 6个袁摧毁窝点 5个袁缴
获作案手机 90余部尧银行卡 70余张尧
赃款 1.6万余元尧 笔记本电脑 4台等
作案工具及赃物一批袁 集中收网行动
取得预期效果遥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魏铭纬冤7日袁记者从海南省人民
检察院获悉袁近日袁何某吉等人涉嫌寻
衅滋事罪尧非法拘禁罪尧聚众斗殴罪一
案袁 由儋州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向儋州
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遥

据介绍袁2016年至 2018年间袁何
某吉拉拢被何某毫尧蒲某基尧郭某科尧
徐某惜尧林某光尧何某兴尧吴某必尧王某
东等人先后在海口尧儋州尧琼海三地成
立经营网点袁 违法向社会发放高利贷
款袁并采取聚众滋扰哄闹尧贴报喷字尧
威胁恐吓等软暴力手段或非法拘禁尧
殴打等违法犯罪手段讨要不受法律保
护的高额利息袁攫取非法利益袁形成以
何某吉为首要分子袁何某毫尧蒲某基尧
郭某科为骨干成员袁徐某惜尧林某光尧
何某兴尧吴某必尧王某东等人为一般团
伙成员的恶势力犯罪集团遥

放高利贷
暴力讨债
海南又一恶势力
犯罪集团被提起公诉

银夜间专家门诊患者很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