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三套”
行不通了

根据省卫计委的一份统计表
明，2012年前，我省医疗纠纷呈
逐年上升趋势，据不完全统计，全
省二级以上医疗机构纠纷发生数
由2007年500多起，升到2009
年800多起，而且医院等级越高
医疗纠纷越多。三级医院平均每
年发生30到50起，个别医院高
达100起以上。几乎所有三级医
院都受到“医闹”冲击，例如围攻
打砸医院、设灵堂、拉横幅、停尸
闹丧、暴力伤医等恶性事件时有
发生。

“曾经的医患纠纷解决途径
只有三种，第一是医院自行处
理，第二是司法诉讼打官司，第
三是行政干预。但这些方式，无
论是对医院还是患者都存在弊
端。”海南省医调委副主任陈兴
明说，解决途径不畅通，也“逼”
得一些患者出些奇葩手段。

苗博所在部分医务处医疗
安全管理办公室隶属于海南省
人民医院，因此患者不相信他们
做出的事故鉴定结果，纠纷也无
法解决。

而澄迈人阿东因为医生的
错误诊断和用药导致腿部残
疾。阿东根本不知道该如何维
权，为人憨厚的他也不愿意通过
打闹来解决问题，可医院摆出一
副“完全无责任”的态度。身体
虚弱、家庭贫困的阿东也无力去
诉讼打官司，维权陷入了僵局。

无论是对于医院，还是患
者，这些都表明——医患矛盾亟
待新的解决途径。

2011年，患者何某因“上腹
部反复疼痛2个月”入住琼海市
某医院，经胆囊摘除手术后胆囊
出血致失血性休克死亡。事后，
家属大闹，围堵医院、殴打医生，
并提出了800万元的天价赔偿。

海南省人民医院医务处医
疗安全管理办公室负责人苗博
处理协调该院医患矛盾已经10
年。在这10年间，苗博印象最
深的是，无论责任是否在医院或
医生，一些患者提出的解决价码
越来越高，一旦院方不同意，随
之而来的便是医闹、恐吓。“2011
年、2012年医闹发生次数达到顶
峰，严重影响了医院正常运营。”

省医调委宣传部部长林剑
英记得，曾因为医闹，吓死一名
住院心脏病患者。

除了医闹外，软暴力也是苗
博经常遇到的。“有一位患者曾经
连续一个月跟踪医生，威胁医生
要注意自己家的老人和小孩。”

“有一个年轻小伙子，手术
后脸上留下了一点轻微疤痕，结
果他找医生索赔不成，便天天堵
在诊室门口大骂。”苗博说，那位
老医生从医以来从未接到过投
诉，因为这件事情不得不长时间
请假。“甚至有医护人员因为经
历过这样的事情而辞职转行。”

省内某三甲医院一名肝胆科
医生告诉记者，他从医20多年，
一直很热爱这个职业，可自己曾
经也遇到过患者的无理取闹，使
他不得不停职躲避纠缠。

林剑英还告诉记者一件更
为奇葩的事：一位患者带着一家
老小，在医院住1年，甚至将新
生儿丢在医院里，声称纠纷不解
决，孩子就不接走……

医患奇葩事
频频上演

天价索赔、跟踪医
生、弃子要挟……医患矛
盾频演悲歌

海南做了什么？“四个率先”惊艳全国
“打通医患纠纷解决途径，让患者维权不再无门，让医院将精力用在治病救人的专业

上。”海南省卫计委主任韩英伟说，海南用4年时间逐步趟出了一条具有海南特色的医患矛
盾解决道路：率先在全国实现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全覆盖，率先在全国实现医疗责任险全覆
盖，率先在全国成立医疗纠纷法庭，率先在全国成立了医患关系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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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8日，湖南省汨罗市
人民医院，一名护士在手术
室捡到病人的遗书，遗书中
称如果手术意外导致死亡，
要求医院最低赔偿30万元。

事件再次引发了全国对
医患关系的探讨热潮。

海南作为医疗小省，基
本医疗底子薄，医患纠纷频
发，其中也不乏天价索赔等
案例，严重影响医疗机构正
常运行，也难以保障患者权
益。

2011年至今，海南在解
决医患关系问题上，不断探索
出“独门秘籍”，引起全国关注。

2012 年时任国务院副
总理的李克强曾肯定道：海
南省积极探索第三方调处机
制，引入保险机制处理医患
纠纷所取得的成效与经验值
得总结、借鉴。

近日举行的全国依法维
护医疗机构秩序构建和谐医
患关系工作会议上，海南成
为唯一代表医疗行业讲话的
省份，发出“海南强音”。

医疗纠纷调赔机制

海南的“四个率先”
实现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全覆盖

实现医疗责任险全覆盖

成立医疗纠纷法庭

成立了医患关系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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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4年的运行
海南省医调委总
结了丰富的调解
经验和调解技巧

全省
19个市县

4个调解委员会

17个工作站设

所有县级以上医院
乡镇卫生院

部分社区服务中心（站）
村卫生室
民营医院和诊所

共1412 家医疗机构

参加了海南省医疗责任保险

年参保金额达3540 多万元

共受理调解案件1778件
结案1334件

医疗纠纷案调解成功率达93%
医患双方满意率达到95%以上

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的二楼，有一
间特别的法庭，挂牌医疗纠纷法庭。这个
法庭是2011年海南成立医调委后，设立
的全国首个医疗纠纷专业法庭。

为什么要设置专业法庭？“医患纠纷在
2011年左右，数量达到了小高峰，很多事
件甚至走向了伤医、杀医的极端。以前这
种案件都在民事法庭解决，但这要求很强
的专业性，类型也相对集中。”海口市美兰
区人民法院医疗纠纷法庭庭长纪永明告诉
记者，专业法庭的设置使得医患纠纷案件

处理趋向专业化、职业化。
2011年7月，在海口打工的四川农民

符某因为左手指损伤到某医院进行骨折内
固定术，由于术中麻醉意外，导致他成为植
物人，丧失劳动能力。事发后，符某家属向
医院提出了巨额赔偿，经过省医疗调解部
门多次调解，未达成协议。同时，符某家属
认为诉讼手续繁琐、诉讼费用高、解决时间
长，不愿意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做好了长期
在海口讨说法的准备。

令他们没想到的是，医疗纠纷法庭介

入后，竟是通过网络直通立案。三方调解
现场，仅仅两个小时，医患双方最终接受法
庭调解协议。

在医疗纠纷法庭，纪永明的“法宝”可
不少。法庭改变传统受案模式，该法庭建
立独立的网络连接、视频调解等通道。由
于一些患者对省内调解机构的鉴定抱有怀
疑态度，法庭还建立了远程网络视频平台，
借助省外发达地区先进医疗鉴定资源，而
医患双方可以通过高清同步视频参加鉴定
听证会。“医疗案件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审

判人员医疗知识不足，我们就建立了医疗
专家作为人民陪审员参与医疗纠纷案件审
理的制度，可以对患者庭审中提出的医疗
专家技术问题予以解答。”纪永明说。

另外，省医调委与海口市美兰区法院
共同探讨建立调诉对接机制。调援结合、
调诉结合已成为我省第三方人民调解机制
的一大特色。

自2011年11月1日医疗纠纷法庭成
立至今，法庭共受理各类医疗纠纷案件
193宗，审结141宗。

“谢谢你们啊，你们做出的调解结果
我乐意接受，我相信你们！”5月20日，省
医调委办公室里，患者符某的家属符齐
（化名）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不久前，符某在某医院因为院方部分过
错在诊疗过程中死亡，家人起初根本无法找
到证据向医院索赔。省医调委专家介入后，
进行了专业的取证和评估，最后断定医院有
责任，通过保险赔付符某家人10.3万元。

2011年3月8日，海南省医疗纠纷人
民调解委员会正式成立。之前，国内也有

一些省市建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然
而收效甚微，归根结底在于赔偿问题没有
解决的途径。

“政府不再大包大揽，设计出有地方
特色的调解和风险分担机制，推出医疗纠
纷调赔机制。最终将医疗风险通过保险
手段由保险公司解决。”韩英伟说，这种模
式有调有赔，实现案结事了。

陈兴明告诉记者，为了增加公信力，医调
委拥有专业专家库，为调解充当后盾。有
700多名来自医学、法学、保险的专家在医疗

纠纷的定责定性定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目前全省19个市县共设4个调解委员

会和17个工作站。近4年的运行，医调委
共受理调解案件1778件，结案1334件。
其中，法院诉讼169件，医责险共赔付近
6000万元。医疗纠纷案调解成功率达
93%，医患双方满意率达到95%以上。

“医调委成立后，缓纷从医院内转移到
院外，院方不用耗费太多的人力、物力和时
间成本；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让医院恢复
治病救人的本质，而不是闹场。”苗博说道。

第三方调解+保险赔偿 海南医患纠纷有支“救火队”

网络立案+视频调解 成立国内首个医疗纠纷法庭

省医患关系协会秘书长张清荣说，资
料显示，全国医疗纠纷80%以上由服务态
度差造成。

张清荣认为，缓解医患矛盾，需要多方
努力，一方面要提高整个社会对医学的认
识，另一方面也要健全医患纠纷处理相关
的法律法规。此外，医护人员对患者的人
文关怀也需要提高。

据了解，在2014年“创建人民满意医

院”系列活动考评中，省卫计委注意到，患
者最不满意的，矛盾集中最多的是省内各
大型综合医院，相反基层医院满意度却颇
高。“先不说医疗技术如何，我们去医院体
验的时候，人满为患的大型综合医院，繁
琐的就医流程，把患者折腾得够呛，哪里
还谈什么满意！”省卫计委副主任吴明讲
出了前段时间委里各级领导“暗访体验”
的感受。

“从今年开始，这些恼人的无谓等候，
将随着海南开展‘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
动计划’而得到明显改善。”吴明说，我省将
用3年时间推进这一计划。

据介绍，这一计划中将有效分流就诊
患者，进一步扩大预约比例，实现分时预
约、开展诊间付费，缩短候诊时间，推进双
向转诊。力争今年年底基本建立符合我
省省情的分级诊疗机制。继续推行“先诊

疗后付费”服务模式。与此同时，将合理
调配诊疗资源，畅通急诊绿色通道。有条
件的医院要推行日间手术，提高床位周转
率，持续开展实施急慢分治。发挥信息技
术优势，创造条件提供检查检验结果的信
息查询和医院互认、互联互通。吴明说，
还将畅通投诉渠道，实行“首诉负责制”，
规范接待流程，疏导理顺当事人情绪。

（本报海口5月26日讯）

省卫计委有关负责人称，由于政府
在对医疗总体投入不足的同时又严格限
制医疗服务价格，及其低廉的挂号费和
手术费多年未做调整；医生不能从自己
付出的技术劳动中获得应得的、能够维
持其生活的合理合法收入，使部分医生
去追求药品和医疗器械回扣等不正当的
收入，影响和损坏了医生的声誉，加重了
看病贵。

药品加成、以药补医一直以来是医改
的难点和重点。2014年起，海南县级公立
医院改革将探索药品“一品两规”和“两票
制”，控制和减少药品流通环节，逐步挤干

药品价格水份，取消药品加成政策，破除以
药补医机制。

海南启动的县级公立医院改革中将
实行招采合一、量价挂钩、限价采购等多
形式的药品招标采购改革，允许医院二次
议价，积极探索药品“一品两规”（医疗机
构应当按照经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并
公布的药品通用名称购进药品。同一通
用名称药品的品种，注射剂型和口服剂型
各不得超过2种，处方组成类同的复方制
剂1-2种，这就大大减少了药品供应商的
数量）和“两票制”（药品从厂家到流通环
节一张税票，流通环节到医院一张税票），

控制和减少药品流通环节，逐步挤干药品
价格水份。

“实际上我们发现，医改那么多年，强
健了基层医疗，但很多患者的感受并不是
太明显，医患矛盾尖锐在人满为患的三级
医院，患者感受不到改革带来的红利。”省
医改办有关负责人如是说。

海南城市公立医院改革的步伐即将迈
开。近日，三亚市正式出台《三亚深化公立
医院改革实施方案》。《方案》首提，要在城
市医院包括三级医院取消药品加成，以破
除以药补医机制为关键环节，通过降低药
品耗材虚高价格、规范药品合理使用。探

索医院组团联合采购、省际间跨区域采购
等形式。

药品加成取消后，该如何保证医院的
收入？三亚将落实政府投入政策，采取综
合措施切断医院和医务人员与药品间的
利益链，通过调整收费价格、财政补助按
8：2的比例，对公立医院进行补偿；改变
公立医院收入结构，提高业务收入中技术
劳务性收入比重，降低药品和卫生材料收
入比重。

“城市公立医院改革难，但再难也要
推下去，势在必行！”省医改办负责人说
道。

以药养医能不能切断？

医疗服务能不能好些？

“以药养医、过度医疗、态度恶劣等，令患者对于医生的信任几近崩塌。”陈兴明说，医
患矛盾如定时炸弹；但与此同时，因为医闹、伤医，令医生的职业荣誉感也逐渐消失。

如果说打通医患纠纷解决通道是给紧张的医患关系兜底，那么又该如何真正粘合已
经剑拔弩张的医患关系，重建医患之间的信任？

自2011年11月1日

医疗纠纷法庭成立至今

法庭共受理各类医疗纠纷案件193宗

医疗纠纷法庭

审结141宗

制图/张昕

海南解决医患矛盾的“四个率先”惊艳全国。 本报记者 苏建强 摄

“缝合”医患关系 海南还要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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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建立国内首个医疗纠纷法庭，
自2011年11月1日成立至今，共受理各
类医疗纠纷案件193宗，审结141宗。

本报记者 苏建强 摄

无论是医院，还是患
者，都在呼唤全新的解决
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