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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康振华）黑恶
势力是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毒
瘤，是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顽
疾，必须坚决依法予以打击。
为了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合法利
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充分调
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打击黑恶
势力违法犯罪活动的积极性，
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深入开
展，高栏港区日前发布公告，重
点打击以下十类黑恶势力性质
违法犯罪活动。

1.威胁政治安全特别是制
度安全、政权安全以及向政治
领域渗透的黑恶势力。

2. 把持基层政权、操纵破
坏基层换届选举、垄断农村资
源、侵吞集体资产的黑恶势力。

3.利用家族、宗族、宗教势
力横行乡里、称霸一方、欺压残
害百姓的“村霸”等黑恶势力。

4. 在征地、租地、拆迁、工
程项目建设等过程中煽动闹事
的黑恶势力。

5. 在 建 筑 工 程 、交 通 运

输、矿产资源、渔业捕捞等行
业 、领 域 ，强 揽 工 程 、恶 意 竞
标、非法占地、滥开滥采的黑
恶势力。

6.在商贸集市、批发市场、
车站码头、旅游景区等场所欺
行霸市、强买强卖、收保护费的
市霸、行霸等黑恶势力。

7. 操纵、经营“黄、赌、毒”
等违法犯罪活动的黑恶势力。

8. 非法高利放贷、暴力讨
债的黑恶势力。

9.插手民间纠纷、充当“地
下执法队”的黑恶势力。

10. 境外黑社会入境发展
渗透以及跨国跨境的黑恶势
力。

欢迎广大人民群众踊跃举
报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举
报电话：高栏港公安分局（110）

高 栏 港 区 （0756—
7268110），平沙派出所（0756—
6316110）。

高栏港区举报电子邮箱:
glgshceb@163.com

本报讯（记者康振华）日前，
记者从珠海市第五人民医院获
悉，该院将招聘具有住院医师规
范化培训证书的临床医师若干
名，招聘专业包括内科、外科、骨
科、妇产科、儿科（新生儿科）、急
诊科、放射专业、超声专业、麻醉
专业。年薪最高达 31 万元。报
名截止日期为 6月 31日。

此次招聘要求应聘者具有以
下资格：1、已完成住院医师规范

化培训并取得相应证书；2、具有
执业医师资格证书；3、本科及以
上学历。

录用后享受以下福利待遇：1、
试用期后享受事业单位在编人员
同等职称待遇；2、国家规定的八大
节日补助、计划生育奖、年终奖、每
月工会各类职工活动；3、根据《珠
海高栏港经济区管委会党政办公
室关于印发高栏港区深化医药卫
生体制改革建设卫生强区三年行

动计划的通知》。享受住院医师规
范化培训人才奖励金，一次性发放
补贴（初级职称：5万元，中级职称
或硕士研究生：7万元、高级职称或
博士研究生 10万元）；4、享受西部
及海岛地区特殊岗位补贴，2018年
补助标准为级职称 4000元/月、中
级职称 4500元/月、高级职称 5000
元/月。综合下来，岗位年薪最高
可达31万元。

报名方式分现场报名和电邮
报名，既可把个人简历、资质证书
扫描件等报名资料送到珠海市第
五人民医院办公室，也可发送电
子邮件至 psyyzp@163.com。

市第五人民医院招聘一批医务人员

年薪最高达31万元

本报讯（记者康振华 通讯员
孙孟阳）每年 4-6 月是手足口病
高发期。珠海市第五人民医院儿
科主任丁俊东提醒，家长们应谨
记预防口诀“勤洗手、常通风、喝
开水、吃熟食、晒衣被”，只要掌握
好个人卫生，掌握好洗手、消毒、
通风、运动，病毒自然会远离宝
宝。

丁俊东介绍，手足口病是由

肠道病毒引起的一种儿童急性传
染病，常见于 5 岁及以下的儿童，
特别是 3 岁及以下孩子发病率更
高。同一儿童可因感染不同血清
型肠道病毒而出现多次发病。手
足口病主要通过接触患者鼻咽分
泌物、唾液、疱疹液腭、粪便、以及
接触被污染的玩具、奶瓶、餐饮具
等物品或环境进行传播。

丁俊东提醒，手足口病有 1-

10 天的潜伏期，大部分家长只有
当孩子的手心、脚心、口腔出现疱
疹了才会意识到孩子可能患上了
手足口病，其实，手足口病是有早
期信号的，家长可以注意，手足口
病最大特点，就是孩子的手、脚、
口腔出现一些疱疹。

如 患 儿 感 染 轻 症 的 手 足 口
病，无需太繁琐的处理，因为本身
它是一个病毒性疾病，有自限性，
是可以自愈的。此时，家长需要
注意孩子的日常护理，比如孩子
出现发烧症状，应尽快进行退烧
处理；孩子不吃东西，需注意补充
电解质液；出现咳嗽了，应该对症
吃一些止咳药。5-7 天左右，孩
子的症状逐渐减轻，疱疹消失问
题就不大了。

如患儿感染后出现持续高烧、
有严重呼吸道症状、精神差等表
现，一定要马上送到医院，及时进
行专业医疗处理，以免贻误病情。

医生表示，预防手足口病要
注意隔离患病幼儿和加强日常用
具消毒，注意卫生勤洗手、尽量少
去人流量大的地方。

本报讯（记者康振华）日前，
平沙民警陈冠江走进平沙实验小
学，开展平安校园行珠海主题活
动讲座，围绕“做自己的首席安全
官”这个主题，给该校全体学生上
了一堂生动的校园安全课，精彩
的演讲赢得阵阵掌声。

据了解，这次讲座是全国社区

民警“五进送平安”系列活动之一。讲
座中，陈冠江从小学生乘坐公交车的
安全事项、校园安全、日常中防火等方
面，教育学生事事讲安全，时时要安
全。无论在哪，都要做自己的首席安
全官。通过此次校园各类安全知识讲
座活动，让学生了解了校园安全知识，
进一步增强了学生安全防范意识。

平沙民警走进平沙实验小学
举办平安校园行珠海主题活动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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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沙工友驿站举办系列文体活动

营造和谐健康的文化氛围

手足口病进入高发期

市五院专家支招如何预防

只要掌握好个人卫生，掌握好洗手、消毒、通风、运动，病毒自然
会远离宝宝。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高栏港区欢迎广大群众踊跃举报

公布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十类打击重点

高栏港区日前发布公告，重点打击十类黑恶势力性质违法犯罪活动。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本报讯（记者康振华）为了丰
富和活跃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
增强职工队伍的凝聚力，营造“和
谐、健康、绿色”的职工业余文化
氛围，平沙工友驿站在高栏港区
总工会、平沙镇总工会的指导和
支持下，4月将举办系列活动。

1、职工免费观影，4 月 18 日、
25 日 20：00－21：00，在平沙镇文
化活动中心灯光球场免费为职工
播放电影，职工可自行前往观看。

2、篮球兴趣班。4 月 21 日、
28 日 9：30－11：00，在平沙镇文
化活动中心篮球场免费开设篮球
兴趣班，由驿站社工对篮球爱好
者提供培训。平沙镇职工子女

（10－12岁）可报名参加。
3、职 工 免 费 KTV。 4 月 21

日、28日 20：00－21：30，在平沙镇文
化中心舞台为喜爱音乐的职工开设
K 歌场，职工可以通过报名预约、现
场点唱等方式点唱自己喜爱的歌
曲。

4、女性私密瑜伽。4 月 22 日、
29 日 14：30－16：00，在平沙工友驿
站（文化中心一楼）举行。

5、工友大家乐活动。平沙镇职
工均可以通过报名参加表演，如节
目超过当晚表演数量，将会进行预
约排期登台表演；活动时间：4 月 29
日 19：30－21：00 在平沙镇美平广
场举行。

6、四点半课堂。逢周一至周五
16：30－18：00，在平沙工友驿站（文
化中心一楼）辅导 7 岁-12 岁的青
少年做课后作业。

平沙工
友驿站将举
行系列瑜伽
活动。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