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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东部精神卫生中心开工，将让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病有所医

我省精神卫生事业踏上新里程

我省精神防治体系逐步完善

据了解，近年来，我省精神卫生工作在省委、省
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省卫生计生委的大力支持下，取
得了显著成效。

2010年以来，国家和省加强了精神卫生防治体
系建设，共投入8000多万元，对省安宁医院、平山医
院、西部精神病防治院等一批精神专科医院进行改
扩建和能力建设，各市县支持一批农场医院设置了
精神科，支持了一批民营资本举办了精神专科医院，
全省精神卫生资源明显的增加，服务能力得到较大
的提升，患者就医环境得到较大的改善。全省精神
卫生资源由少到多，防治体系和服务网络逐步完善，
防治能力逐步提升。

另外，全省精神卫生防治工作机制基本建立，多
部门齐抓共管的局面逐步形成，一系列精神疾病救
治救助和防治政策得到落实。民政部门按每人每月
基本医疗和生活费不低于2000元的标准对流浪及

“三无”精神病人进行救助，残联部门每年利用彩票
公益金对全省3000名有残疾证的门诊服药病人按
1000元/年的标准给予补助，对全省450名有残疾证
的住院病人按照4000元/年的标准给予报销。卫

生、人社逐步提高精神病患者医疗保障水平，大多数
市县新农合三级精神专科医院报销比例达到60%以
上，慢性病门诊报销比例达到60%以上，城镇职工和
城镇居民保险三级精神专科医院报销比例分别达到
85%以上和65%以上，特殊门诊按照350元/月给予
报销。多部门协同工作的局面正逐渐由上至下，逐
步深入，一系列救治救助的保障政策得到有效落实。

针对精神障碍患者发现难、管理难的特点，近年
来省卫生部门以提高患者发现报告率和管理率为抓

手，联合财政、民政、残联等部门开展了重性精神疾
病患者解锁行动，省安宁医院派遣专家深入基层开
展患者诊断排查，省级卫生计生部门建立了定期通
报制度，狠抓工作落实，极大提高了全省重性精神病
患者的发现报告水平。

精神卫生工作仍面临严峻挑战

“虽然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近年来全省精神卫
生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和长足进步，但我们也应清
醒认识到，这些成绩与国家的工作要求，社会安定和
公共安全的需要，以及社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期盼
还有较大差距，我省精神卫生工作面临的形势依然
严峻。”12月29日，在2015年全省精神卫生工作会
议上，省卫生计生委有关负责人说道。

据了解，我省患病人数多，疾病负担重。根据流
调结果估算，全国精神障碍总患病率高达17.5%（包
括最轻的睡眠障碍、人格障碍、物质依赖、酒依赖、安
眠药依赖，以及精神分裂症等严重精神障碍），其中
精神分裂等严重精神障碍发病率高达1%，精神疾病
负担约占全国疾病总负担的20%，据此估算，我省精
神障碍总患病人数将突破百万，其中严重精神障碍
患者超过8万人，精神障碍已成为我省重大公共卫

生问题和突出社会问题。
同时，由于精神病患者具有“病程长、易发作”等

特点，需要终生长期服药。统计发现，目前我省精神
病患者的贫困率高达70%，许多严重精神障碍家庭

“因病致贫”现象较为普遍，许多严重精神障碍患者
因无力支付医疗费用而中断治疗，最终导致病情反
复发作，甚至引发肇事肇祸行为和恶性案件，进而影
响社会安定和谐。

由于我省精神卫生工作起步较晚，底子薄，精神
卫生服务资源十分短缺且分布不均。全省精神病
专科医院（综合医院精神科）仅有10家，经核准的
精神科病床1518张，平均每万人口1.75张，远低于
国家每万人口2.8张的要求，以及全球平均4.36张
的水平。

另外，精神障碍的医疗与康复脱节，社区康复工
作仍然是空白。社区康复是精神障碍患者回归家
庭、回归社会的必经之路，也是稳定患者病情、维护
社会稳定的重要措施。但事实上，全省18市县均没
有设置重性精神疾病患者治疗后续社会康复机构
（组织），所有重性精神疾病患者治疗稳定后仍长时
间滞留医院或直接出院回家。同时，由于患者长时
间滞留医院或重复住院，有限的床位资源被占用，进
一步加剧了床位的紧张“一床难求”的状况。

谱写我省精神卫生工作新篇章

今年6月底，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国家卫生计
生委等部门联合制定的《全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
（2015-2020年）》，9月中旬，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精神卫生工作的指导意见》，
两个纲领性文件精神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提出了明确
要求。

我省将加快推进东部、北部和南部精神病专科
医院规划建设，确保“十三五”期间全省建成以省安
宁医院为龙头，东、南、西、北、中五个区域精神卫生
中心为支撑的精神卫生服务体系。

为配合落实好省政府批准的“东西南北中”区域
卫生发展战略，建立健全我省精神卫生防治体系，由
海南省安宁医院和海南省国营东红农场合作建设，
在东红农场医院的基础上建设海南省东部精神卫生
中心。

2013年9月27日，省安宁医院与农垦东红农场
举行合作建设省东部精神卫生中心签约仪式，正式
启动省东部精神卫生中心建设。

经过前期紧张的筹备工作，于2015年12月30
日，在琼海市国营东红农场医院内举行了东部精神
卫生中心项目开工奠基仪式。

据了解，省东部精神卫生中心建设项目作为省
政府重点项目之一，项目位于琼海市内国营东红农
场医院内，项目概算总投资9983.29万元，占地49.13
亩，总建筑面积为23482.03㎡，设置床位420张。项
目计划于2016年1月—2017年12月底竣工验收并
投入使用。

“省东部精神卫生中心项目的开工建设，是我
省精神卫生事业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更是
一项惠及百姓的“民心工程”。”省安宁医院院长陈
大强表示，项目的建设将从根本上改变东部地区特
别是琼海市精神卫生服务体系的架构和服务能力，
并逐步建成全省唯一集医疗救治、民政救助和残联
康复为一体的重性精神疾病综合防治中心。同时
解决琼海及周边市县流浪及“三无”病人医疗、康复
问题，确保博鳌亚洲论坛会议安全和保持国际旅游
岛良好形象。

出席省东部精神卫生中心项目奠基仪式的有省
卫计委、省编办、省民政厅、省残联、省公安厅、琼海
市政府等相关部门领导，以及省卫计委直属相关单
位领导、琼海市政府职能部门相关领导、省安宁医院
领导班子及相关科室代表、东红农场领导及职工代
表等。 （小可 黄胜 李洁）

12月30日，在琼海市国营东红农场医院内，
随着一场简约开工奠基仪式的完成，我省东部精
神卫生中心项目正式开工。这个项目的开工，让
省内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病有所医成为可能。

据了解，近年来，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精
神卫生工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取得了明
显成效。但我省精神卫生防治工作仍面临着比
较严峻的形势，存在患者人数多，诊疗体系不完
善，诊治能力严重不足等问题。

海南省东部精神卫生中心项目的开工建
设，是我省精神卫生事业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
程碑，更是一项惠及百姓的“民心工程”。项目
的建设将从根本上改变东部地区特别是琼海市
精神卫生服务体系的架构和服务能力。

省
东
部
精
神
卫
生
中
心
医
疗
综
合
楼
透
视
图
。

省
东
部
精
神
卫
生
中
心
鸟
瞰
图
。

■ 本报记者 洪宝光 实习生 王娟

午后的海口，有些凉意。一缕斜阳
从窗外照进来，让家住海口市琼山食品
厂的王仙特别温暖。由于患有麻痹症，
王仙不能走路，只能借助凳子慢慢移
动。虽然有些辛苦，但40多年来她早已
习惯。

王仙的房子在一楼，房屋老旧黑
暗。客厅里摆放着一台老旧电视机，沙
发破旧。为了省钱，王仙很少开电视和
电灯。

每天，丈夫出去工作后，王仙就负责
在家做饭、做菜。虽然动作不灵活，但还
得坚持。

因收入有限，加上患有高血压、高血
脂等病症，王仙的午饭非常简单，只有蔬
菜和面条。

“我的轮椅是区残联送的。”王仙指
着一张已不是很灵活的轮椅说。在她的
阳台上，还摆放着一张轮椅，因损坏不能
使用，只能丢在一边。

现年44岁的王仙早在上世纪90年
代就申请了残疾人证书，且是一级重度

残疾人。如今一家人的生活主要依靠政
府的支持。

目前她每月可获得政府发放的305
元补助。庆幸的是，今年琼山区府城街
道将其纳入“阳光家园”居家托养服务补
助对象，王仙凭此今年就额外获得了
1800元。这笔资金大大缓解了王仙家
中的压力。

“要是没有这些补贴，我们都不知该
如何生活下去。”王仙说，丈夫每个月的
工资只有1000多元，多年来，一家人都
是靠补助金来补贴家用。

据了解，“阳光家园”居家托养服务
补助金项目从2012年开始实施，由中
央、省、县三级补贴，主要是针对重度残
疾人，按照省级规定，一年补助金不低
于1800元，进一步提高了残疾人的生
活保障。

目前，我省共有50万名残疾人。因
资金有限，2015年，我省共有2.5万名重
症残疾人获得“阳光家园”居家托养服务
补助金项目资助，在这笔资金的帮助下，
他们生活状况有了明显改善。

（本报海口12月30日讯）

“阳光家园”居家托养服务补助金项目提高残疾人生活保障

让阳光照进残疾人的生活

开栏的话：2016 年即将到
来。回顾过去一年，我省民生工作
成绩斐然，各级政府推出的民生工
程，让全省百姓受惠。从今日起，
本报开设“看变化话民生”专栏，通
过小视角、小事件来反映海南民生
发生的实实在在的变化。

12月30日上午，蒙蒙细雨伴着丝
丝凉意，由中国狮子联会海南会员管理
委员会发起的无偿献血公益活动却在火
热进行。参加此次活动的除了管委会的
狮友们、狮友企业的员工们，还有海南骨
科医院、海口中山医院的医护人员以及
社会各界爱心人士。
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陈姬妙 摄

爱在血液中传递

本报三亚12月30日电 （记者黄
媛艳 通讯员卢秀华）记者今天从三亚
市政务服务中心获悉，三亚在发布市、
区两级行政审批事项目录的基础上，进
一步梳理社区、村便民服务站公共服务
事项，今后养老补助等104项业务将由
全市142个便民服务站“一站式”为百
姓提供服务，2016年底全市70%的便
民服务站将完成标准化改造。

三亚日前已正式发布《三亚市便民

服务站公共服务事项通用目录》（以下简
称《目录》）。按照《目录》，便民服务站向
群众提供公共服务事项主要为104项，
基本覆盖养老补助、社保救助、人事就业
等方面。

值得一提的是，104项公共服务
事项涵盖便民服务站本级事项及35
项代办事项，代办事项将由社区、居
（村）委会便民服务站有关人员组成
政务服务代办队伍，针对市区两级民

生类审批及服务事项提供代办服务，
让百姓在家门口即可享受便捷的政
务服务。

三亚还加大了标准型便民服务站
升级改造的力度，不断推进公共服务事
项标准化建设，优化公共服务流程，并
全面推行综合受理、预约办理、上门服
务和代办服务，实行全市通办，力争到
2016年底全市70%的便民服务站完成
提档升级。

三亚104项公共服务“家门口”可办理
2016年底全市70%的便民服务站将完成标准化改造

本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罗继东 何凌）
随着学习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有奖知识竞赛
结果揭晓，日前，由省委宣传部指导，省社科联、省
社科院主办的海南省第二届社会科学普及月圆满
落下帷幕。据统计，此次活动吸引了省内外近10
万人次干部群众参与其中。

海南是全国少数几个举办社会科学普及月的
省（区、市）之一，每年一届的社会科学普及月活动
已经成为我省科普惠民的重要尝试、提升公众社
会科学素养和文化修养的有效手段。

今年的社科普及月自11月15日拉开帷幕以
来，举办了“专题研讨、高端讲坛、知识竞赛、理论
宣讲、大型咨询、行走市县、文化普及、拓展活动”
8大类活动。

此外，活动期间，国际旅游岛讲坛、琼州学堂
组织省内外知名专家开讲10余场讲座，权威解
读“十三五”规划建议和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省
博物馆、省图书馆、海南大学图书馆等14家省级
社科普及示范基地，推出了博物馆文化进校园、
微视频大赛等丰富多样的活动，吸引众多市民、
师生参与。

省第二届社会科学
普及月闭幕
8大活动吸引近10万人次参与

本报海口12月30日讯（记者王玉洁）2016
年外国专家新年联谊会今晚在海口举行。来自省
内经济、教育、文化、科技领域工作的外国专家及
家属200人欢聚一堂，话别2015喜迎2016。

省外事侨务办公室主任王胜在联谊会上向全
体外国专家及家属致以新年的问候，对外国专家
为海南的各项建设事业所做的贡献表示感谢，并
希望他们继续发挥专长，以不同方式参与海南各
项事业发展建设，搭建海南与各国交流的桥梁纽
带，做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

“在联谊会之前，我很荣幸地体验了海南西环
高铁的开通，感受到了海南高铁的高速、便捷和魅
力。”来自爱尔兰的Patrick在海南中学任教，在
海南生活了6年的他对海南文化和乡土人情很感
兴趣，今晚的聚会也让他感受到了世界大家庭的
温馨。

“我们希望通过多种活动提升外国专家在海
南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增进在琼外国专家与海南
的友谊。”王胜说。据介绍，我省每年都积极组织
外国专家参加座谈会、省政府国庆招待会等活动，
努力丰富外国专家的在琼生活。

我省举行2016年
外国专家新年联谊会
200名外国专家及家属欢聚一堂

本报石碌12月30日电（记者张靖
超 特约记者陈家贞 通讯员李德乾）今
天上午，全国涉核市县核应急联盟第一
次大会在昌江黎族自治县召开。国家
核应急办、国防科工局核应急安全司和
中国核工业勘察设计协会负责人，以及
来自江苏连云港市、湖北咸宁市等全国
十个涉核市县的代表出席。

会议通过建立联席会议制度、设立
联席会议秘书处、建立联络员制度等核
应急支援合作机制，且确定了核应急能
力建设支援、核应急工作经验交流等合

作内容。
代表昌江出席会议的该县常务副

县长杨俊元表示，浙江海盐、江苏连云
港等涉核市县在核应急领域起步早，积
累了很多经验，值得昌江今后在发展核
电过程中学习，以完善核应急工作准备
和预防措施、提高处置能力。

据悉，在会议前，十个涉核市县共
同商议成立以上市县为成员的市县核
应急联盟，目的是实现核应急资源兼容
互补、信息共享、协同应急、共同提高，
为市县核应急工作出力。

全国涉核市县核应急联盟第一次大会昌江召开

助力市县核应急工作

本报海口12月 30日讯 （记者马
珂）昨天，2015年全省精神卫生工作会
议在海口召开。为解决精神障碍疾病
患者“因病致贫”现象，防治精神病人肇
事肇祸，我省将逐步实现贫困严重精神
障碍患者门诊免费救治，填补社区康复
机构空白。

会议要求，卫生计生部门要与民

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残联等部门加
强合作，立足现有服务网络，实现患者
救治救助的“一站式”服务，实现医保、
医疗救助费用的及时结算，使患者最大
限度地享受保障政策，力争在十三五期
间实现贫困严重精神障碍患者门诊免
费，住院费用平均自付比例最终不超过
10%，切实减少精神病患者疾病负担。

我省贫困严重精神障碍患者
门诊治疗将逐步实现免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