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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有“世界长寿之乡”“世界富硒福地”“中国绿色名县”等美誉的澄迈，近年来力推健康产业，将健康服务业列为“十三五”规划重点发展的
11个产业之一，利用互联网、云智能、大数据等，大力发展康复康体养生产业，致力打造澄迈“健康品牌”。

“我和老伴儿两年前在老城置
业，小区离这很近，我已经来做过好
几次体检了。环境好，设备先进，真
的很方便。”在位于海南老城经济开
发区内的东软熙康健康管理中心，来
自河北的刘女士刚做完常规血压心
肺检查。她说，有了健康管理中心，
外地人来海南，心里更踏实了。

近年来，为加快推动健康产业发
展，澄迈采取了“大企业进入、大项目
带动”策略，放宽医疗养护服务业市
场准入，在金融支持、项目审批等方
面给予倾斜，鼓励社会各种资本参

与。目前已有一龄博士健康医院、东
软集团的熙康云舍项目、暨南大学附
属医院健康管理中心、海南颐仁医院
等多家健康医院或健康管理中心落
户澄迈。

海南澄迈·熙康云舍是东软集
团打造的以健康生活为主题的新形
态度假养生品牌，通过与位于多功
能中心内的熙康健康管理中心整合
东软丰富的医疗资源，将权威、信息
化、高科技的健康管理与健康产品
引入长寿福地，致力于打造高端健
康度假品牌。

熙康云舍项目基于云平台和物
联网，发展现代医疗服务和医疗信息
产业。熙康自主研发的益体机可供
小型诊所、卫生室、家庭用户实时测
量各项基本健康数据。同时，为个人
用户研发的“熙康健行者腕表”的监
控终端，通过内置传感器收集佩戴者
的人体运动信息和生理指标。

“这些创新式终端可以通过互联
网与大型医疗机构、熙康网络及知识
库进行连接，为用户提供远程医疗咨
询及个性化的健康管理建议。”海南
熙康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熙康健康管

理中心院长宋智全介绍，医疗保健已
经不再局限于医院医生，而是正在转
向人们的日常生活，即使居住在偏远
地区的低收入人群也能够享受到全
方位的医疗服务。

同时，海南熙康积极参加公共卫
生服务事业。2016年、2017年配合澄
迈县马村卫生院为马村卫生院管辖下
的马村、东水港村、文大村等行政村内
的65岁以上老年人提供免费健康体
检，累计近1500人次，并开展休闲旅
游、骑行、无偿献血等公益活动，为澄迈
健康产业发展贡献力量。

出台政策支持健康产业发展 培育孵化大型康养结合项目

澄迈：深耕健康产业 擦亮“长寿牌”
■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李金波 特约记者 陈超

建立“互联网+”健康管理平台

“改革创新，宜居胜地——这
是我在海南工作生活一年半的亲
身体验。”厂址位于海南老城经济
开发区海南生态软件园的鼎泰生
物科技（海南）有限公司厂长肖柏
海，回顾来琼历程，直言“值了！”

鼎泰生物专注于慢病管理，为
人们提供便携、易用的云端智能医
疗解决方案，重点解决对血糖、血
压等各类健康数据的检测分析与
服务问题，从而帮助人们更好地管
理家庭成员健康，以提高生活质

量。
2016年 3月底，鼎泰生物科技

公司因战略性发展需要，将目光瞄
向了世界长寿之乡澄迈，入驻海南
生态软件园。同年 9月，公司顺利
通过海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的医疗器械注册证；同年 10 月顺
利通过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

“在短短的6个月时间能完成全
部审批，这种效率应该是不少其他
一线沿海城市不能比的。我觉得这
与海南省政府大力推行‘放管服’改

革工作有密切联系。”肖柏海认为，
作为一家智慧医疗型企业，公司此
次进驻海南澄迈，得到了当地政府
的大力支持，当地大力发展健康医
疗产业的决心可见一斑。

鼎泰生物基于云端智能技术聚
焦慢病管理，围绕糖尿病管理，以血
糖监测为主，辅以并发症相关的周
边产品，致力共建慢病管理生态圈。

目前，该公司成立了小糖医品
牌，短短一年时间，场地面积从
600 平方米扩大至 1200 平方米，

增加了 80多个就业机会及物流配
套服务，“我们计划三年内至少有
100万用户，通过鼎泰血糖产品降
低 50%的检测费用。通过新型云
智能医疗终端，不断完善大数据
管理系统，积累和加强医护管理
经验，让至少 50%的用户通过鼎
泰血糖产品，拥有良好的血糖水
平。”肖柏海说，随着园区不断完
善硬件配套设施，他深信未来会
有更多的年轻人选择这里，助力
海南健康产业发展。

科技助力慢病管理生态圈

在澄迈县，有一个美丽的海南康
养结合示范项目——澄迈富力红树
湾。在这里，呼吸的每一口空气都带有
红树林负氧离子醉人的气息；在这里，
有老年大学、21大社区协会，带你重温
燃情岁月；在这儿，更有“1+1+1”分
级诊疗制度的健康城，实现医养结
合、康复康体。

随着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和消费结构的升级，人口老龄化速度
加快，以养生、医疗、保健、康复、护理
为主要内容的消费需求不断上涨。
近年来，澄迈县充分利用得天独厚的
生态环境优势，试点医养结合，大力
发展健康养生服务型产业，加强平台
建设和技术研发，为全国老龄人口打
造高质量的养生健康社区，力争将澄
迈养生健康产业打造成海南的一个

品牌并推广。
海南富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工

程技术部副经理王章政介绍，项目推
出“1+1+1”即“家庭医生+银康海
医附院+海南医学院附属医院”的
分级诊疗制度，业主 100%签约家
庭 医 生 ，享 受 海 医 绿 色 就 诊 通
道。根据业主个体的健康情况，
个性化定制详细的营养干预和运
动干预。同时，健全运动和文化
康养配套设施，丰富中老年人业
余生活和娱乐活动。

据了解，2018年富力将推出富
力红树湾升级版——国际大健康
产业园，力争打造成为海南大健康
产业的国际级名片，成为来琼客人
参观考察学习的国际级康养项目
样板区。

“海南康养项目必须优化产品结
构，转变发展方式，从一次性开发为
特征的粗放型开发，逐步过渡到产业
经营可持续开发。而康养的生活方
式就是海南长寿岛最大的卖点，我们
有义务将住宅与旅游、康体、养生相
结合，助力海南经济的发展。”王章政
表示。

海南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条
件，正是发展大健康产业最好的地
方，澄迈作为著名的“世界长寿之
乡”，已经为澄迈本地老龄人口和来
自全国各地的“候鸟”老人打造了多
个养生健康社区，“健康养生”已成
为澄迈“世界长寿之乡”的金字招
牌，成为海南国际旅游岛健康养生
社区的样本。

（本报金江4月9日电）

澄迈多措并举
保护传承
“长寿家底”

■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李金波

“青山绿水廿万顷，十里常逢
百岁人”，优质的空气质量、富晒
的土壤，良好的生态环境使得澄
迈县获誉长寿福地，2009 年 5
月，被中国老年学学会授予“中
国长寿之乡”称号；2012 年 11
月，获国际人口老龄化长寿化专
家委员会、联合国老龄所等机构
认证的“世界长寿之乡”。

近年来，澄迈县发挥“长寿之
乡”的优势，大力扶持发展健康
服务业，效果显著——

2014年，海南健康管理研修
学院在澄迈县中等职业技术学
校挂牌。该学院“依托产业发展
办学校，依据市场需求设专业”，
打造健康管理保健人才培训基
地，培养海南及周边地区迫切需
要的健康服务业技能型职业人
才；

2017年，海南首届健康养生
社区发展高峰论坛在澄迈举行，
全国200多名健康养生专家共同
探讨健康养生社区发展的新方
向。此外，南海健康产业研究院
也在论坛上正式成立，并落户澄
迈。

澄迈长寿健康产业为何取得
迅猛发展？记者采访中得知，除
了大自然赋予的资源优势，更得
益于系列制度和政策上的创
新。为了探索保护和发展“和谐
共生”，澄迈建立生态文明制度，
于2008年成立了生态现代化建
设委员会，制定了生态现代化建
设近期、中期、远期规划目标，用
40余项与生态挂钩的指标引导
产业发展与环境污染“脱钩”，倡
导环境保护与资源合理利用的
新型发展道路。

在保护好“长寿家底”的同时，
澄迈县把长寿产业的发展列入各
级党委政府的工作日程，积极引导
产业转型升级，一系列突破性的产
业政策推动澄迈健康养生产业进
入了快速发展期。

严格的生态保护机制为澄迈
发展健康养生产业打下了坚实
的根基，创新性产业政策为产业
发展“保驾护航”。过去几年，澄
迈产业转型成效初显，水、空气、
森林覆盖率等环境指标保持领
先，健康养生产业获得大跨步发
展。

此外，澄迈县还先后出台了
《关于打响世界长寿之乡品牌，
促进长寿产业发展的决定》等政
策，在夯实全县健康医疗体系基
础上，外联国内知名企业，先后
启动了澄迈医疗健康信息化、持
续性医疗康复项目、制药企业落
地项目、健康管理教育等项目建
设。

一幅康体养生的美丽画卷正
在澄迈县展开。

（本报金江4月9日电）

亮点

打造高质量健康养生社区

2017年

澄迈全县实现地
区生产总值 288.74 亿
元（不含保税区），同比
增长 8.2％，增速排名
全省第二

全口径财政总收入61.8亿
元，同比增长 10.2%；其中，地

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3.8 亿

元，同比增长16.9%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359.79亿元，同比增长9.3％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50.6亿元，同比增长11.2％

三次产业结构从2016年
的 28.5：41.5：30.0 调 整 为

2017年的26.4：39.7：33.9，结
构进一步优化

位于澄迈的东软熙康健康管理
中心。在这里可以享受到先进贴心
的医疗服务。

本报记者 李幸璜 摄

风景如画的海南生态软件园沃克公园。 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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