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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的全国两会，健康中
国战略成为关注热点，
“健康”已
成为国家未来发展进程中的关键
词。在海峡西岸的厦门海沧，
有一
所致力于建设 “开放式医院”的
三级综合医院，
其以“以病人为中
心”为服务宗旨，
打造海沧人心目
中的“中心”医院。记者了解到，
厦门长庚医院全力发展特色、塑
造品牌，打造国际级整形中心、专
科化儿童中心、整合型睡眠中心
等整合型医疗中心，向着具有国
际水准、中国特色的 “开放式医
院”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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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海沧区卫计局官方微
信公众号“健康海沧”的一篇文
章在朋友圈引起热议，网友们纷
纷点赞说：
“厦门长庚医院重拳发
力引进国内乃至国际医疗专家是
厦门人的福气”。这篇文章的主人
公，就是美国外科学院院士、德国
海德堡大学附设医院客座教授杨
家森。
杨家森是国际一流的淋巴水
肿专家，其执刀的淋巴水肿显微
重建手术在国际上首屈一指。从
3月 1日起，淋巴水肿显微重建
手术正式落地厦门长庚医院，淋
巴水肿的病患从此不再需要赴台
手术，在海沧就能接受这项顶尖
治疗技术。
人才是建设高水平医院的基
石。如今，
越来越多的高层次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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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在厦门长庚医院精英行列
中。国际颅颜外科学会理事长、
美
国整形外科学院（AAPS）院士陈
昱瑞，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清华
长庚医院执行院长、肝胆胰中心
首席专家董家鸿，中国标准通道
经皮肾镜技术的首推者、中国北
方首例双子星 HoLEP手术第一
人李建兴等一批顶尖名医落户厦
门长庚，为海沧乃至闽南区域的
民众带来最前沿的国际医疗。
这一切，得益于厦门长庚医
院打造“开放式医院”的创新理
念。“开放式医院”助推了海沧医
疗发展，为厦门长庚医院打造特

成功打造出了以北京董家鸿院士
及台湾游明晋主任为首的 “肝胆
中心”。
在此成立 10周年之际，厦门
长庚医院特色医疗服务迎来升
级。在市、
区政府及主管机关单位
的支持下，厦门长庚国际级整形
中心，在历经半年多的试营运后，
于近日正式开幕落地。刘智纲告
诉记者，国际级医疗整形中心是
厦门长庚医院于十周年之际重点
打造的医疗特色项目之一，并致
力将其打造成东南沿海顶尖的
“医学整形中心”。该中心最大的
特色是亮眼的专家团队，这是一
支由国际级正颚整形大师陈昱
瑞、廖汉聪、赖瑞斌及淋巴水肿专
家杨家森、小耳重建大师陈润茺
等跨不同医疗整形领域专家组建
而成的成熟、稳定、全面的医疗整
stuvckwxyz<ghijck{|st}vck~ :4154;;;14
形团队。
不仅如此，
2018年厦门长庚
色医疗持续“造血和输血”。厦门
文品牌”，
再到“开放式医院”，两
医院还将组建致力于儿科专科化
长庚医院总经理刘智纲告诉记
岸医疗优势的大融合在厦门长庚
及急重症服务的专科化儿童医学
者，
“开放式医院” 理念源于美
医院得到了很好的诠释。
中心，以及由呼吸内科、耳鼻喉
国，
而厦门长庚打造的“开放式医
作为台湾长庚医院医疗特色
科、神经内科、口腔科、心脏内科
院”具有中国特色。厦门长庚医院
在大陆的“传播者”，厦门长庚医
等跨领域多专科组建而成的整合
通过构建开放式医疗平台，已引
院近年来在两岸医疗技术与人才
型睡眠医学中心。
进各地名医到厦门为民众看诊； 交流合作上有了长足发展。该院
两岸高层次学术研讨会举
今年，厦门长庚医院将加速推进
透过搭建大陆最大的两岸医疗转
办、医学中心创立、医学人文的交
开放式医疗平台建设，引进更多
介合作平台，联动北京、厦门、台
流、管办分离医学模式……十年
专家到厦门长庚医院，为患者打
湾医疗资源织 出 了一 张 “医 联
来，厦门长庚医院走过的足迹背
造便捷的就医绿色通道。
网”；
该院不仅在推进癌症质子治
后，都是厦门长庚医院 “止于至
疗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在 2016年
善”、
“以病患为中心” 理念以及
]^_`abcdef
还推动了与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在
打造厦门特色医疗服务品牌的生
今年是厦门长庚医院成立第
肝胆外科、神经外科、血管外科、 动体现。
十年。从“水土不服”到“医学人
泌尿外科等领域的紧密合作，更
91546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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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德财：本院受理原告陈俊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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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蓝门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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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乐秀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中塬房地产代理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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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发林洋工贸有限公司：

本委已立案受理申请人张志刚、本委立案受理杨正奎等10位申请
馨家园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 与被告黄德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委已立案受理申请人高少音对 本委已立案受理申请人陈真真对 司：
已经审理终结。
判决如下：
一、
黄德
你司提起的仲裁申请。
因你司用其
廖丽婷等2
人对你司提起的仲裁申 人与你司的劳动报酬一案，现已审
你司提起的仲裁申请。因你司通过
何传义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原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司公告送达本
财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
它方式无法送达，
现依法向你司公
请。
因本委通过其他方式无法送达，
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司
告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自2016年1月
2018]
0249号仲裁
2018]
0651号《被 现依法向你司公告送达本委厦思劳 委厦集劳仲案 [
2018]告送达厦劳仲案[
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的管理 十日内偿还陈俊德借款本金64000 公 告 送 达 本 委 厦 劳 仲 案 [
裁决书。限你司自公告之日起六十
元及利息（
以64000元为基数，自起 0424号案件的 《被申请人参加仲 申请人参加仲裁活动通知》、
《劳 仲 案 [
2018]
189号 、
190号 案 件 的
费3096元、公维金595.
2元、电公摊
日内到本委（厦门市集美区杏滨路
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
动争议仲裁申请书》 副本、
《仲裁 《被申请人参加仲裁活动通知》、
裁活动通知》、
《劳动争议仲裁申
470.
2元，以及滞纳金4680元。因你
898号）领取仲裁裁决书，
逾期即视
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
告知书》、
《举证告知书》、
《仲裁 《审理适用程序暨仲裁庭组成人员
请书》 副本、
《仲裁告知书》、
《举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为送达。
特此公告。
止）
；二、黄德财于本判决发生法律
庭组成人员通知》、
《开庭通知 》 通知》、
《仲裁告知书》、
《举证告知
证告知书》、
《仲裁庭组成人员通
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厦门市集美区
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陈俊德公
（开庭时间：
2018年5月29日14时 书》、
《劳动争议仲裁 申请书》副
知 》、
《变更仲裁庭组成人员通
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告费400元。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30分；开庭地点：厦门市思明区长 本、证据副本、
《开庭通知》（开庭
2018年3月15日
知 》、
《 开 庭 通 知 》（ 开 庭 时 间 ：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
本院（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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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路191号人力资源市场大厦十二 时间：
2018年5月28日10：
30，地点：
12!"
2
0
1
8
年5
月2
8
日上午8
：
3
0
；
开庭地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至
楼东楼仲裁庭）、证据副本。限你司 厦门市思明区莲前西路859号莲前
厦门市国际文化交流协会经
点：厦门市思明区长青路191号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六十日内到 街道办事处二楼劳动仲裁庭）。本
理事会会议决议注销并清算，现由
力 资 源 市 场 大 厦 12楼 东 楼 仲 裁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本委 （厦门市长青路191号人力资 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 方钧泽等人组成清算组，请有关债
庭）、
证据副本。限你司自本公告发
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8时30分（遇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源市场大厦12楼）领取上述仲裁文 送达。你司自公告送达之日起10日 权人于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清算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禾山人民法 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布之日起六十日内到本委（厦门市 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
内向本委提出答辩。
开庭时不到庭，组申报债权及办理债权登记手续。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长青路191号人力资源市场大厦12 厦门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将依法作出缺席裁决。
地址：厦门市湖滨北路61号中楼
楼）领取上述仲裁文书，逾期即视
裁判。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厦门派力实业有限公司不慎遗失
厦门市思明区
619，联 系人：刘女士，联系 电话：
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

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

二0一八年二月二日

二0一八年三月十日

为送达。

银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
J
393000

厦门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646802，
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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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二○一八年三月十五日

0592-2893765。
厦门市国际文化交流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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