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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著名泌尿男科名医陈照彦教授抵琼施诊，市民反响热烈———

候鸟老人：“这个名医我认识”

1月 6日，虽然天下着细雨，但预
约陈照彦教授看病的市民如约就诊。

“我这个病是老毛病，都有六七
年了。”今年 62岁，从哈尔滨来海口
过冬的赵大爷说，这些年，每到入秋，
夜尿次数增多，此后逐渐出现尿线变
细、射程缩短、排尿费时费力及尿痛、
尿后滴沥不尽。这几天海口气温骤然
下降，他排尿困难的症状明显加重。得
到名医陈照彦教授来男科医院亲诊的
消息，赵大爷第一时间来就诊。

“这个名医我认识，我在哈尔滨
时就找陈教授看过病，效果很好，没想
到在海南也能请到他看病。”赵大爷
高兴地说，这次是来女儿家过春节。他
希望在海南过一个舒适冬天，把病治
疗好，过完春节就回哈尔滨。

保亭患者：“慕名跑来看名医”

“男科医院有国际先进的诊疗设
备，还把国内好专家请来，为患者服
务，确实解决了我们看疑难病的问
题。”从保亭来海南现代男科医院找

国际中医男科学会会员、海南现代男
科医院学科带头人、首席专家王翊教
授看病的张先生说，他今年 32岁，结
婚六年没有孩子，原因在于他。在当地
吃了不少偏方药，但没有效果。不育让
他在当地抬不起头，他一直想找个时
间到海口找医生看，但又怕好医生难
挂到号。不久前，他一个海口的朋友告
诉他，男科不但有名医，还从外省请来
名医，让他看看。他一早就来赶了。

专家提醒：“男人有病及时就诊”

这几天，中国著名泌尿男科专家
陈照彦教授特别的忙碌。早上出诊，下
午做手术，晚上与医生进行学术交流。

“上午接诊了 8例预约患者，做了
3例尿道下裂手术，患者都比较满
意。”陈照彦教授表示，来男科医院亲
诊第一天，看了的病人，大部分是前列

腺疾病、性功能障碍、不育症等患者。
“在男性朋友中，由于社会历史旧

观念的影响，男人即使有了病也由于
面子问题羞于启齿，总是能拖就拖。”
陈照彦表示，他昨天接诊了一位病人，
病人患的是慢性前列腺炎，症状很严
重时才到医院就诊。

王翊教授则表示，“有的病人本身
没有什么躯体上的痛苦，也不妨碍日
常生活，所以很多人没有引起重视。比
如不育症，少精子症或者无精症。”王
翊教授强调，事实上，不少男科疾病在
早期是没有什么明显症状的，如果病
人自己觉得不舒服或身体有反应的时
候，很多病已错过最佳治疗时机。

专家提醒男性朋友，应建立新的
健康观念，男人应该大大方方、堂堂正
正地看病，不要羞羞答答、不好意思。
只有身体健康了才能给社会做出应有
的贡献，事业也才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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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翊主任医师
学科带头人、首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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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政策" 中最为给力的# 莫过于
税收的减免和财政的补贴# 以实实在在的
$真金白银% 支持非营利性养老服务机构
的发展&

根据 !若干政策" 规定# 符合条件的
非营利性养老服务机构可以减免企业所得
税' 房产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 营业税
等& 向非营利性养老服务机构的捐赠# 可
以在计税时扣除& 对于非营利性养老服务
机构新建或改扩建新增的床位# 财政可给

予$%&&元的一次性建设补助& 财政还可按
照实际收住人数 (本省户籍) 给予每人每
月%&元的运营补贴# 对收住本地户籍城乡
低保' 农村五保' 城镇 $三无% 人员和孤
老优抚对象' 贫困残疾人及低收入高龄'

独居' 失去行动能力等养老困难老年人
的# 财政每月给予'""元寄养补助& 兴办
非营利性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和社区日间照
料中心# 财政也适当给予一次性建设补贴
和营运补助&

据测算# 按照我省老龄事业发展 $十
二五% 规划的要求# 今后(年全省需要社
会力量建设养老服务床位)*%万多张# 平
均每年约++&&多张& 以 !若干政策" 的财
政补助标准# 全省平均每年需支出财政补
助资金$,&&多万元& 省民政厅有关负责人
认为# 市县和省级两级财政相互配合' 共
同补贴# 完全有能力承担和保障这笔财政
专项补助的资金需求# 扶持非营利性养老
服务机构实现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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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寻
找椰城之美***$我爱海口%$&--原创音乐盛典活动在海口
世贸茶业城广场举行#现场观众共同度过了原创音乐之夜&

本活动是寻找椰城之美***$寻找爱海口的一万个理
由%文字'图片'视频'原创音乐征集系列活动之一#由海口市
人民政府主办#中共海口市委宣传部'海口市旅游发展委员
会'人民网海南视窗'海南广播电视总台汽车音乐广播承办&

海口本土原创音乐是中国原创音乐一部分#本活动征集
的优秀作品将椰城的美以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展现出来#也
是海南本土音乐人以及音乐爱好者内心热爱海南'热爱椰城
的反映& 当晚#歌手们演唱的每一首歌曲都围绕海口的方方
面面#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在选题和旋律上呈现多元化
的特色& $&--年华语金曲***优秀唱作歌手'$&--年时尚盛
典***原创优秀歌手樊凡担任重量级颁奖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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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第六届($&--*$&-$年度)$中国地方政府创新
奖%在北京隆重揭晓#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韩启德同志出席
颁奖大会并为获奖项目颁奖& 经过现场陈述'答辩和选拔
委员会投票#-&个项目最终赢得了 $中国地方政府创新
奖%#其中海南行政审批$三集中%项目也喜获此奖项&同时
该项目还在新华网'中国政府创新网全国公开投票中获得
$&&多万票#排名第一#获得$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媒体传播
特别奖%#海南省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成为本届$中国地
方政府创新奖%唯一获此殊荣的获奖单位&

据介绍#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批$三集中%项目
是在$&--年--月,日从$-)个申报项目中脱颖而出#成为$第
六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项目之一#具有科学配置审批权'

优化再造审批流程'强化电子政务建设'有效制衡审批权等
创新特点#真正方便了办事群众和企业#同时使行政部门'地
方政府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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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民政厅有关负责人介绍说# !若
干政策" 的重要目的就是为了应对我省
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 解决养老服务
产品供给不足问题&

实际上# 从$&&-年开始# 我省./岁以
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就超过了-&0# 海南进
入人口老龄化阶段& 近年来# 我省人口老

龄化发展趋势加快& 到$/'/年# 全省./岁
以上户籍老年人口已达'')万人# 占全省
人口户籍总数的'$1.0& 海南正面临着
$未富先老% 的危险# 必须采取积极的措
施应对&

省政府专题调研组的调研报告指
出# 我省养老服务机构数量少' 服务水

平低' 服务产品短缺的矛盾十分突出&

省民政厅有关负责人表示# 随着养老服
务问题日趋严峻# 迫切需要动员社会各
界的力量广泛参与发展老年服务事业#

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

尽快在全省建立起养老服务体系# 为老
年人安享晚年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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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政策"的支持范围包括+为老年
人提供收养托管'生活照料'文化娱乐'医
疗卫生'休闲保健'心理慰藉'信息咨询'家
政服务'临终关怀'遗体安葬等服务的非营
利性养老服务机构&

根据!若干政策"规定#对社会力量兴办
非营利性养老服务机构在,个方面予以政策
支持#从前期的规划'土地#到建设的补助'税

收#再到运营中的收费'医疗#可谓进行了全
程的支持&

规划上#要求优先安排'建设进出非营
利性养老服务机构的必需道路# 加强对养
老服务机构建设用地的保障&土地上#要求
优先保障相关建设用地' 加快审批& 税收
上#设定了可减免的税种#并通过减免税鼓
励企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和个人向非营利

性养老服务机构捐赠&财政上#制订了对相
关机构建设和营运的补贴标准及办法& 信
贷上# 规定可以享受我省小额信贷的相关
政策&医疗上#可免费办理医疗机构执业许
可证# 相关医疗机构可取得医疗保险和新
农合定点医疗机构资格&收费上#对相关机
构的行政收费予以减免#用水'用电'用气
也可享受相应价格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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