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月"日起! 各车管所要落实
定期对辖区驾校考试合格率和#

年驾龄内学员交通肇事情况等排
名和通报制度!通过互联网"报纸
等发布方式! 每月初向社会公布
辖区内驾校培训能力" 考试合格
率排名"$年内驾龄驾驶人交通违

法率和交通肇事率情况#

省交警总队明确!对于驾校存
在考试合格率排名靠后"缩短培训
学时"减少培训项目"参与买卖驾
驶证等情形的!应暂停受理报考申
请!会同当地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督
促其进行整改!并向社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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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位于蓝天路南侧嘉华路(号
的海口市人力资源市场有$场招聘
会$ 求职者和招聘企业均免费进场$

预计届时有)''多家企业将提供*'''

余个岗位$

由海口市人力资源开发局主办!海
南众合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承办的
'海口市民营企业招聘周("'海口市第

八届科技活动月科技人才现场招聘会(

及 '随军家属专场招聘会( 将于!月+$

日"(!日"()日!也就是本周三"周五"周
六!在海口市人力资源市场举行$

据悉!此次系列招聘会实行企业
招聘全免费方式!旨在鼓励用人单位
积极参与!为广大求职者提供更多的
就业机会!积极吸纳海南本地大学优
秀人才$

截止目前!报名企业已超(''家!

预计系列招聘会参展企业总共将达
)''家!提供超*'''个岗位$目前已确
认参展的企业不乏海南众多知名企
业!如椰树集团"英利能源"昌导集
团"华润万家等$ 众多企业届时均会
提供各种不同层级的岗位$如大洋集
团"海口市堤防工程建设管理中心届
时就将在招聘会上招揽工程部经理"

合约预算部经理"水电"造价工程师
等职位人才!有求职意向的读者积极
参与应聘$

三场招聘会举办的时间为*,$'-

&(,''$地址为海口市蓝天路蓝天丽城
南侧金桃苑首层! 求职者可搭乘&$

路"(*路"$$路"$*路".&路"!+路公交
车!在蓝天路南宝商场或民生市场站
下车可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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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海南省水务厅和海口市水
务局对+'&'-+'&&年度/$家节水型
单位%企业"小区&进行表彰$ 南国都
市报记者从会上获悉! 海口年节水
&/''多万立方米$

记者从会上获悉!海口市多年平
均水资源量为+!0$1亿立方米! 人均
水资源量&$+!立方米!为全国人均水
资源量的).2! 水资源并非十分丰
富$ 随着海口经济的发展!海口市的
用水量!尤其是工业和生活用水量!

将随着人口的增长"经济的发展而不
断增加!水的重要性"紧缺型日益显
现!水已成为制约海口市经济社会发
展的重要瓶颈$

海口市水务局表示!海口将加大资
金投入!提高开展节水型单位创建工作
成效!有计划地推进一批重点节水示范
工程建设!建设节水企业"节水社区"节
水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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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从海口市交通运输和港航
管理局获悉! 针对海口南港火车站
和南港轮渡码头道路运输市场秩序
混乱及非法营运等突出问题! 该局
从本&!日起联合海口市公安局"海
口铁路公安处等部门开展为期一个
月的营运秩序专项整治工作$

整治内容包括) 重点打击私家
车" 行政车非法从事道路客运经营
行为*查处报废出租车营运行为!出
租车不使用计价器+拼客"宰客等违
规行为*查处省际客运车辆超限%

(

)

&"不进站"站外揽客等违规经营
行为*查处旅游车私揽业务"擅自改
装增加座位等违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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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记者 ,-.

&+&日!记者从省
交警总队获悉!31*环岛高速西线段
澄迈白莲立交至儋州白马井立交路
段改建工作正在全面推进! 目前!左
半幅%

/012345

&部分路段已
转至右半幅%

231/065

&施工!

目前!交通管制方向不变!即)海口往
昌江方向绕行++!国道! 昌江往海口
方向可经环岛高速西线段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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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起! 全省各车管所在辖区
内选定和设置不少于$条实际道路考
试路线4 其中用于大中型客货车长途
实际道路考试的路线! 应当具备进行
山区"隧道"陡坡"弯道等复杂条件实
际道路驾驶考试项目的条件$

对小型汽车驾驶人科目三考试要
增加模拟灯光使用的考试项目$年内!

全省将推行科目三实际道路考试由计
算机评判和人工评判结合的考试制
度$

&'月&日起!全省各车管所对大中
型客货车驾驶人科目二考试要增加模
拟高速公路"连续急弯路"临水临崖"

雨雪天"湿滑路"突发情况处置等场地
驾驶考试项目$

省交警总队要求各车管所要通过
在车管所和在驾校设立交通安全宣传
教育室!在核发驾驶证时组织新驾驶人
集中开展不少于半小时的安全文明驾
驶教育!内容包括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
规"重特大交通事故案例"文明守法驾

驶行为意识及宣读誓词等!各车管所要
建立回访制度!明确回访内容!通过电
话"短信"调查问卷或者实地走访等方
式! 每周随机抽取不少于!!的新驾驶
人开展回访调查!了解参加培训"考试
和安全教育情况!并建立工作台账$

!月&日起! 各车管所对汽车类驾
驶人科目一"二考试要全部实行视频"

音频监控!在考试成绩单上打印$张随

机抓拍的考试照片! 考试录像留存一
年以上$ 我省科目三考试系统建设完
成并启用后!按上述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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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交警总队要求! 客货运
驾驶人对三年内发生交通死亡
事故负同等以上责任" 交通违
法满&+分"以及有酒后驾驶"超
速+'2"超速!'2或者一年内有

三次以上超速违法的驾驶人 !

要通报当地的道路运输管理机
构并责令企业按照 ,道路旅客
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 予以
辞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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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大中型客货车驾驶人处
罚前的培训教育机制! 组织大中
型客货车违法行为人进行学习!

学习时间不得少于半个小时$ 学

习结束后由各交警支" 大队进行
登记并出具已接受学习的凭证!

违法驾驶人持凭证方可到交通违
法处理窗口接受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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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日报记
者 789

&!月&1日!来海南度假的游
客夏先生感觉下体不适! 就到三亚博
大男科医院做检查! 医生告诉他是念
珠菌感染!随后的两天里!夏先生连化
验费加上治疗费花费了$!''多元!而
到三亚其它两家大型综合医院检查!

结果却并没有什么异常! 这让他越来
越困惑)自己是不是被宰了.

夏先生告诉记者!他是&1日发现自
己身体不适! 于是到三亚博大男科医院
检查! 在花费了近.''元看病体检后!医
院的马主任告诉他患上了念珠菌感染!

需要打针和器械治疗! 接着夏先生在医
院接受了第一次治疗! 治疗费是!*'元!

算上前面的化验费!已经是近千元了$

从博大男科医院出来后! 不放心
的夏先生随后又去了三亚市人民医院
做第二次检查! 并特意叮嘱医生要化
验念珠菌感染情况$ 医生检查后发现
他身体并没有什么异常情况! 至于念
珠菌是否感染!要两天后才能出结果!

但医生告诉他! 即使真的是念珠菌感
染!治疗起来也很容易!花销不会超过
+''元!这让夏先生非常困惑$

紧接着第二天! 夏先生再次去博
大男科医院检查时! 医生却告诉他要
加强治疗! 这次的治疗费竟高达+!)'

元$ 夏先生硬着头皮交完这笔费用后!

却因临时有事没有当即接受治疗$ 随

后!他越想越觉得自己被套住了!这样
下去还不知道要花多少钱! 于是选择
向媒体求助$

+&日下午! 夏先生向记者出示一
份份检查报告和缴费清单!他现在很困
惑自己究竟得的是什么病!而治疗这个
病究竟需不需要花如此多的钱$ 在记者
陪同下!夏先生来到三亚市人民医院拿
报告清单!但得到的结果是医院没有检
验念珠菌感染的试剂!无法检测!并将
!'多元化验费退还给夏先生$

心有不甘的夏先生决定无论如何
也要拿到一个结果! 于是赶奔三亚市
目前唯一的一家三甲医院///农垦医
院问诊$ 值班的一位老医生的回答让

夏先生和记者都大跌眼镜! 他告诉记
者! 该医院并没有检查男性念珠菌感
染这个项目! 女性倒是有这个检查项
目$ 而且在他几十年的从医生涯中!也
没见过男性念珠菌感染的病例$

最后!带着所有的疑问!记者陪同
夏先生再次来到三亚博大男科医院!

给他看病的马主任一见到夏先生就问
为什么他昨天没有如约前来治疗!打
了他好几个电话都没打通! 接通了又
是错误号码$

在夏先生提出自己的疑问后!马
主任解释说! 男性念珠菌感染的情况
是很普遍的!夏先生的包皮过长!是导
致这一情况的很重要原因$ 至于为什

么别的医院检查不出来或没有这个项
目!马主任说是因为第一次治疗后!夏
先生的病情已大为好转! 而且他们医
院是专科医院!针对性比较强$

而针对夏先生的第二次治疗收费为
什么会如此高的疑问! 马主任说是因为
夏先生急于回老家!所以要加强治疗!几
台机器同时使用!所以收费比较高$

马主任的解释并没有减轻夏先生
心头的疑虑!他也没有答应马主任提出
的尽快完成治疗的建议!本来这种病就
难以启齿!他现在只想知道!自己究竟是
不是患上了传说中的念珠菌感染!为什
么几家医院的说法都不一致!偌大的三
亚!谁能给他一个明确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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