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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

国家高等
教育委员会批
准成立海南医
学院。

2005年

我省启动
乡镇卫生院规
范化建设。

2006年

我省实现了新农
合制度覆盖全省所有
市县（区），比全国规
划时间提前两年实现
了新农合制度全面覆
盖农村居民的目标。

2007年

全省启动
新生儿疾病筛
查工作。

2009年

海南省全
面启动城镇居
民基本医疗保
险工作，比全国
提前二年实现
全覆盖。

2009年

我省依托省第
二人民医院建立中
部省级慈善惠民医
院，对保亭、陵水、昌
江、五指山、琼中、白
沙、乐东等7个中部
少数民族市县的农
村五保户等困难群
众给予医疗救助。

2010年

我省率先在全
国对全省开展了提
高儿童白血病、先
天性心脏病等6种
儿童重大疾病新农
合补偿标准工作。

2010年

全省各
市县已基本
实现基本药
物制度。

2012年

海南省
眼科医院成
立，实现海南
眼科疾病看
病不出岛。

2013年

国务院
正式批复海
南设立博鳌
乐城国际医
疗旅游先行
区，并给予九
项支持政策。

2013年

我省率
先试点“先
诊 疗 后 付
费”服务模
式，并在全
省铺开。

2016年

省政府印发了
《海南省引进“好院
长”、“好医生”工作
方案》，自2016年开
始在全国范围内为
海南省二级以上医
院引进“好院长”10
名、“好医生”11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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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来，我省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水平不断提高

让百姓在家门口看得好病、看得起病
■ 本报记者 符王润

“以前这样的大手术只能到海口的
医院去做，没想到如今在市里就能做
了。”近日，患有乳腺癌的58岁文昌市民
邢阿姨在同济文昌医院接受了手术治
疗。术后，在同济文昌医院整洁的病房
内，她由衷感叹道。

2014年底，文昌市人民医院正式挂
牌同济文昌医院，由华中科技大学附属
同济医院对文昌市人民医院进行托
管。此后，医院技术水平不断提高，手
术范围不断扩大。

同济文昌医院的改变，只是我省提
升医疗服务能力的一个缩影。近年来，
我省不断让优质医疗资源下沉，通过帮
扶、合办、托管、医联体等形式，加快“一
市（县）一院”建设。目前已有48家国内
优质医院、医学院校与我省各级医院建
立了帮扶托管关系，更多市县群众在家
门口就能享受到高水平的医疗服务。

海南医疗卫生事业起步晚、底子
薄，建省办经济特区以来，我省不断深
化改革、扩大开放，对我省医疗机构从

各渠道加大投入、扩大规模，引进和培
养人才，引进资金，加强学科建设，普遍
提高了医疗技术水平。特别是过去5
年，我省医疗卫生事业取得长足发展。

30年间，我省各级医疗机构得到了
很大的发展，建立起了省、县、乡、村四
级医疗服务体系。特别是近5年，我省
各市县医院普遍改扩建或新建，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条件得到明显提升，全省医
疗服务能力得到较大提升。据统计，五
年来，我省累计投入3.87亿元用于基层
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

我省还持续不断地引进优质医疗
资源，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省眼
科医院、省肿瘤医院等先后建成投入使
用。这些医院的开设，让很多患者不用
再奔波岛外求医。不但如此，部分疾病
甚至实现了从患者出岛看病到进岛求
医的突破。

除了要让百姓看好病，海南还不断努
力让百姓看得起病。近年来，我省全力推
进医改工作，目前，全省公立医院综合改
革提前实现全覆盖，药品加成已全部取
消；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已经建立。而在去

年，我省在全国率先开展新农合跨省异地
就医联网结报工作，越来越多的外地在海
南就医以及我省赴外地就医的新农合患
者，获得异地就医即时结报的便利。医疗
保障也让民众看病更安心。目前，我省新
农合人均筹资达到每人每年600元，基本
医疗报销最高限额增加到15万元，22种
重大疾病病种达20万元。

30年间，我省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
建设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建省初
期，我省就把防治传染病作为提高本省人
民健康水平，改善投资环境的一项重要内
容来抓。如今，登革热、疟疾等历史上高
发和流行的传染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病
例数大幅度降低——17个市县完成了消
除疟疾考核。麻疹发病率多年保持在全
国较低水平，连续23年无脊灰野病毒感
染病例，白喉连续18年没有病例报告。

对于医疗人才的培养，在30年间海
南从未松懈过。如今，我省医学人才教
育体系逐步完善，住培制度和全科医生
制度已经全面建立，全省共有21个住培
基地可开展36个专业的住培工作。全
省注册全科医学专业的执业（助理）医

师达1000人以上，基本实现每万城乡
居民拥有1名以上全科医生的目标。全
省4所省级卫校，培养出了2.7万名毕业
生。这些毕业生为我省医疗人才队伍
不断注入新鲜血液。去年，我省联手上
海健康医学院共建海南健康职业学院，
将医疗人才的培养推向新的高度。

省卫生计生委党组书记、主任韩英
伟表示，近几年，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
领导下，全省卫生计生系统按照“顶天立
地”（“顶天”即积极吸纳和引进国内外最
前沿的先进医疗技术和管理，服务于海
南当地老百姓和来到海南的患者及游
客，打造海南顶尖和独具特色的医疗服
务产品。“立地”则为着眼于海南医疗卫
生服务起点低、起步晚的实际，夯实海南
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基础，完善基
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和“比翼齐
飞”（即在大力提升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
服务水平的同时，极力创新和发展以医
疗旅游为核心的海南医疗健康产业）的
发展思路，着眼解决“看病难、看病贵”和

“防病弱”问题，全面打基础、补短板，积
极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

初步建立了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
生制度，强化了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基本
实现城乡居民病有所医、病有所防。

在提高我省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
服务水平的同时，医疗健康产业的发展
之路也在快速铺就。为了满足百姓对
医疗保健不同层次的需求，我省鼓励社
会办医、私人办医，先后涌现出了一批
民营医院。如今，医疗健康产业被列入
了我省十二个重点产业之一，驶入了发
展的快车道。

韩英伟说，下一步，全省卫生计生工
作将围绕国际旅游岛建设，以全面实施
健康海南战略为主题主线，落实新时代
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抓重点、补短板、
强弱项，通过持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
革，加快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加强生
育全程服务管理，大力提高基本医疗卫
生服务质量和水平，全面推进中医药事
业和健康产业发展，预防控制重大疾病，
努力全方位、全周期维护人民群众健康，
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民生改善，为
建设健康海南和美好新海南贡献力量。

（本报海口2月23日讯）

百姓说巨变

医疗人才从“往外走”到“向下沉”
省人民医院医师黄有群从业25年，见证海南医疗环境变迁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特约记者 吴孝俊

穿过病房走廊，熟悉的消毒水味道
扑面而来。

2月22日上午10时，在临高县人民
医院重症医学科（ICU），身着白大褂的
黄有群出现在4号病床前，仔细查看过
患者腹部伤口后，判断病人状态良好，轻
轻地舒了口气。“这是一个多星期前刚刚
做的腹部微创手术，病人已经73岁高
龄。这类手术以前别说在县级医院，就
是在省城医院，也很难开展。而且，由于
技术进步、设备先进，现在病人承受的痛

苦大大减轻，恢复得也快！”他一边查房
一边向记者介绍。

今年48岁的黄有群，是省人民医院
外科一名主任医师，去年底开始，蹲点帮
扶临高县人民医院。

“从我报考医学专业的那一年算起，
到现在刚好30年，这30年海南的医疗
条件和环境变化真的太大了！”黄有群回
忆，当年之所以选择学医，一方面是觉得
医生受人尊敬；另一方面，是因为看到了
海南医疗条件的落后。有多落后呢？他
回忆说，1985年，他考入海南中学，入学
前想在家乡儋州配一副近视眼镜，结果

跑遍了市场和医院，竟然没有找到一个
地方可以进行医学验光。

1988年，恰逢海南建省，黄有群考
进了华西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学
习。5年后，他被分配到海南省人民医
院工作。

“刚入职时，条件简陋得难以想象。”
黄有群说，当时的省人民医院在现在的
龙华区只有一栋门诊楼，住院部设在秀
英区，需要住院的病人需在龙华院区检
查就医后，再坐约40分钟的车到秀英院
区才能办理住院手续，医疗检查设备也
远没有现在这么先进。

黄有群说，当时海南的医生，只要有
条件的，都会选择往北京、广州等内地城
市条件更好的医院发展。而大病重症患
者，往往也只能寻求岛外的医院就医。

“我大学时就有一位同班同学，毕业被分
配到昌江人民医院，结果没过一年，他就
跳槽去了内地。”黄有群说。

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海南不断加大
医疗卫生方面的投入，基础设施等条件
改善，对医疗人才也渐渐有了吸引力。
以黄有群就职的省人民医院外科为例，
当年总共有20多名医生的“大外科”，如
今已细化拆分成肝胆科、胸外科、肛肠

科、乳腺科、泌尿科等10多个专科，每个
专科20多人，总人数翻了近10倍。

再看县级医院，以临高县为例，投资
2.1亿元的临高县人民医院2014年建成
投入使用后，不仅增加了一批国内先进
的医疗检验设备，而且在省人民医院的
对口帮扶下，新增了神经外科、肿瘤外
科、重症医学科、血透室等4个重点科
室，心脏衰竭、急性心梗、休克及器官功
能障碍综合征（MODS）等救治均可在县
医院开展，大大减轻了当地大病患者的
就医负担。

临高县副县长段怡告诉记者，近年

来，政府在不断加大医疗基础设施投入
的同时，也加大医疗卫生人才引进力度，
在已实现标准化全覆盖的村级卫生室，
每天都有多名主任医师坐诊，推动优质
医疗资源向基层延伸，基本实现了“大病
不出县、小病不出村”。

年轻医生林小计2015年大学毕业
后一直在临高县人民医院锻炼实践，今
年春节前夕，他通过了执业医师考试。

“以前的人才都想‘往外走’，现在越来越
多人愿意‘向下沉’，以后更多患者在家
门口就能看病，这是老百姓的福音。”黄
有群感慨。 （本报临城2月2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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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卫生事业
取得长足发展

政府卫生支出由 2010 年 的
35.4%即 40.09 亿元，增加到2015年
的政府卫生支出占 39.11%即 102.71亿
元，增长 156.19%

截至2016年年底，全省卫生机
构总数达到5135个

数说海南
医疗卫生事业

医疗机构病床数达到4.05万张

每千人口拥有床位数4.42张

各类卫生人员 7.48万人

公共卫生服务
继续巩固

自2010年以来无甲类和重大传
染病发生。全省乙类法定报告传染病
死亡率由2010年的 1.69/10万降低到
2016年的0.90/10万

计划免疫扩大到常规“十一苗防
十二病”，儿童常规免疫接种率达到
95%以上

截至2016年，麻疹发病率连续8
年保持在全国较低水平，连续23年保
持无脊灰状态

肺结核报告发病率从 2010 年
109.7/10万下降至2016年84.18/10万

医疗健康产业
全速推进

2017年

医疗健康产
业预计全年
增加值 121亿
元，增速7.2%

2016年

医疗健康产业实现
增加值 101.61亿元，
增速 11.9%，增长速
度高于GDP增速

我省医疗工作者在为白沙黎族自
治县青松村群众进行义诊。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本版制图/陈海冰 （数据整理 符王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