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了解袁 儋州市有关全民禁毒总
动员基层行主题活动实施方案要求袁
各镇尧 各成员单位要在高质量高标准
统筹谋划好全民禁毒宣传月活动内容
基础上袁 重点组织实施加强现有吸毒
人员专题宣传教育尧 组织大中小学校
禁毒主题教育尧 开展易染毒人群精准
宣传教育等三项活动遥

该方案要求袁针对强制隔离戒毒
场所在戒人员袁重点宣传我国禁毒工
作方针政策尧禁毒法律法规袁加强戒
毒教育尧健康教育尧思想道德教育和
形势教育袁引导教育他们提升禁毒法

制意识曰 面向社区戒毒社区康复人
员袁重点开展普法宣传教育袁宣讲毒
品对个人尧家庭和社会造成的严重危
害袁旨在增强他们防范新型毒品危害
能力和自我保护意识曰面向社会面吸
毒人员袁 重点普及禁毒法律法规袁宣
讲禁毒知识尧 毒品危害和预防常识袁
提高他们防毒拒毒禁毒意识遥通过对
这三类人员开展野一对一冶尧野面对面冶
差异化宣传教育活动袁确保 90%以上
现有吸毒人员接受不少于一次的禁
毒精准帮教遥
据悉袁 儋州此次禁毒总动员基层

行主题活动袁要求各镇尧各成员单位要
紧扣野6窑26冶国际禁毒日节点袁以野进农
村冶尧野进社区冶尧野进家庭冶尧野进学校冶尧
野进场所冶尧野进单位冶和野进企业冶活动
为载体袁以禁毒宣传走基层为抓手袁各
级党政领导带头下基层尧 各部门上下
联动尧全社会广泛参与遥强调通过开展
形式多样尧内容丰富尧注重实效的系列
主题活动袁进一步引导全社会关注尧支
持和参与新一轮禁毒三年大会战袁全
力营造野6窑26冶国际禁毒日浓厚的社会
氛围袁 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
设创造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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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实习记者 黄桂风冤按照省禁毒委 2020年野6窑26冶国际禁毒日主题活动方案的部署要求袁儋州市
禁毒委在儋州市同步举行 2020年野6窑26冶国际禁毒日野健康人生窑绿色无毒要要要全民禁毒总动员基层行冶主题活动遥 6月 23日上午袁
在儋州市那大镇东风社区召开全民禁毒总动员基层行座谈会袁这也是儋州市全民禁毒总动员基层行主题活动内容之一遥

儋州市委副书记尧 政法委书记尧
儋州市禁毒委常务副主任杨忠诚袁儋
州市委常委尧公安局长尧儋州市禁毒
委副主任易向阳袁 儋州市委常委尧副
市长尧 儋州市禁毒委副主任傅晟袁儋
州市法院院长尧儋州市禁毒委副主任
郑兰清袁以及儋州市司法局尧那大镇尧
东风派出所相关负责人及社区戒毒
社区康复人员尧家属和居民代表出席
了会议遥

野我非常感谢市政府尧社区领导对
我儿子的关心和帮助遥 尤其是社区工
作人员每个月都跟踪和了解我儿子的
尿检情况袁现在他已经戒掉毒品袁重新
融入社会过上正常的生活遥 希望市政
府能加大打击力度袁 不要让毒品再危

害其他的人了遥 冶会上袁社区戒毒社区
康复人员郑某的母亲激动地说到遥
郑某表示袁早期因为年轻不懂事袁

结交到了社会上贩卖毒品的朋友袁因
为好奇而吸上了毒品袁 后来在社区人
员的帮助下袁他认识到毒品的危害袁承
诺会好好进行改造袁 做一个对社会有
用的人遥

杨忠诚就如何深入推进新一轮
禁毒三年大会战提出了几点意见遥他
指出袁新一轮禁毒三年大会战是一场
禁毒人民战争袁需要发动全社会积极
参与遥要把禁毒宣传贯穿到大会战的
始终袁 以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袁
推动禁毒工作走进千家万户袁让毒品
犯罪无立足藏身之地遥 当前袁儋州市

打击毒品犯罪的力度有所弱化袁一个
主要原因是群众举报的毒品案件线
索很少遥 要发动广大群众大胆与毒品
犯罪作斗争袁与公安机关形成强大的
打击合力遥
杨忠诚强调袁社区是新一轮禁毒

大会战的主战场遥 吸毒人员出所后袁
要在社区戒毒和康复遥 社区承担着繁
重的工作任务遥 要严格落实社区戒毒
社区康复的有关规定袁让吸毒人员戒
除毒瘾袁回归社会遥 要坚持野党委领
导尧政府负责尧部门协同尧全民参与冶
的原则袁综合施策袁齐抓共管遥 强调要
实行源头治理尧综合治理袁努力减少
毒品的流入袁 不断减少吸毒人员袁巩
固和深化全市禁毒成效遥

儋州举行野健康人生窑绿色无毒要要要全民禁毒总动员基层行冶主题活动

千家万户动起来，让毒品犯罪无处藏身

社区是新一轮禁毒大会战主战场

通过“七进”走基层活动宣传禁毒

据悉袁2020年中央财政和海南省财政
支持我省海南医学院为乡镇卫生院培养订
单定向免费医学生袁 本科招生专业为临床
医学和中医学袁学制五年曰专科招生专业为
临床医学袁学制三年遥

叶通知曳指出袁定向免费医学生录取后尧
获得入学通知书之前袁 须与培养高校和定
向就业所在地的市县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尧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签署定向培养
和就业协议袁 毕业后学生按协议规定到定

向市县乡镇卫生院工作 6年以上 渊本科医
学生含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3年袁 专科医
学生含助理全科医生培训 2年冤遥定向免费
医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户籍仍保留在原户籍
所在地袁 毕业后可按有关规定迁入定向就
业所在地遥
有意愿报考海南医学院 2020年农村订

单定向免费医学生的考生袁 须在 7月 12日
前向各市县招生办提交 叶海南医学院 2020
年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资格审查表曳遥

符合五项条件的考生可报考

符合 2020年我省普通高
考报名条件袁其中报考本科医
学生的考生须符合普通高考
不受报考批次限制条件曰

本人及法定监护人在我
省定向培养市县的农村区域
有常住户口袁且本人户口在当
地连续满 3年渊2020年 8月 31
日往前推算冤遥 定向免费医学
生招生的农村区域范围为院乡
村尧乡村中心区尧镇乡结合区尧
镇区尧城乡结合区及特殊区域

等区域 渊即除地级市主城区尧
县级市和县的城关镇居委会
以外的所有区域冤曰

考生的高中学业水平选
择性考试科目须满足免费医
学生招生专业的选考科目要
求遥 本科医学生临床医学专业
的选考科目要求为 野化学|生
物(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冶袁
本科医学生中医学专业的选
考科目要求为野物理|化学|生
物 (考生选考其中一门即可报

考)冶袁 专科医学生临床医学专
业的选考科目要求为 野化学|
生物 (考生选考其中一门即可
报考)冶曰

报考本科医学生的考生袁
高考投档成绩须达到我省本
科普通类投档最低控制分数
线曰

报考专科医学生的考生袁
高考投档成绩须达到我省高
职(专科)普通类投档最低控制
分数线遥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吴英艳 通讯员 陈琳冤6月 19日袁
历史上第一个完全由中国药企自主研
发袁 被美国 FDA 获批上市的抗癌新
药要要要泽布替尼在海南省肿瘤医院首
次投入临床应用袁来自澄迈的张先生成
为第一位受益者遥

62岁的张先生罹患 野套细胞淋巴
瘤冶袁这是一种易复发的难治性淋巴瘤袁
伴有全身无痛性淋巴结肿大袁病情进展
较快遥 为了寻求最佳的治疗方案袁张先
生辗转广东尧 海南等多家医院求医袁期
间接受了多周期化疗袁但因为出现了严

重的骨髓抑制尧 恶心呕吐等副反应袁身
体难以耐受而被迫中断治疗遥

在省肿瘤医院血液内科治疗期间袁
张先生得知该院在全国首家引进了淋
巴瘤靶向新药野泽布替尼冶袁便第一时间
提交了用药申请遥经适应症尧体能状态尧
脏器功能等风险评估后袁顺利成为全国
首批用药患者遥该院血液内科的医护人
员对用药全程进行了密切监护袁确保过
程规范尧安全袁患者目前状态良好遥

据介绍袁野泽布替尼是一款用于治
疗复发难治性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和
小淋巴细胞淋巴瘤的小分子靶向治疗

药物袁是新一代酪氨酸激酶渊BTK冤抑制
剂袁 相较于传统抑制剂具有 BTK占有
率更高袁抑制作用时间更长尧毒副反应
更低尧靶点更加精准等优点遥
值得一提的是袁泽布替尼的治疗费

用仅相当于同类国外产品价格的一半袁
并可进行商业保险报销袁保险公司将依
据一定比例对药费进行赔付袁以减轻患
者经济负担遥未来还将有极大可能进入
到国家医保目录范围遥据该院血液内科
主任田浴阳介绍袁患者申请用药前需提
供完整的淋巴瘤相关病历资料袁待医生
审核评估通过后袁方可用药遥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魏铭纬冤近日袁国际
旅游岛商报记者获悉袁正在建设中的上海世外附属海口学校计
划明年 9月投入使用遥
据了解袁该校包括一座十二年一贯制学校和一座三年制幼

儿园遥双语幼儿园设 18个班级曰双语小学设 36个班级尧双语初
中设 18个班级尧双语高中设 18个班级遥 该校将根据实际增设
国际班 16个班级袁共计 106个班级袁可提供 4360个学位遥
据悉袁该校项目位于海口市美安大道以西尧规划十六路以

南袁由海口市政府投资建设袁系省重点项目遥

今年我省招148名定向免费医学生
7月 12日前申请报考 毕业生可到乡镇卫生院工作 6年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魏铭纬冤 6月 23日袁海南省教育厅发
布叶海南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0年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招生工作的通知曳
渊下称叶通知曳冤袁明确我省今年培养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共计 148人袁其中
本科 123人袁专科 25人遥 有意愿的考生可在 7月 12日前提交资料申请报考遥

上海世外附属海口学校

计划明年 9月投用
可提供4360个学位

首款国产抗癌新药在海南上市
淋巴瘤靶向新药野泽布替尼冶被美国 FDA获批上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