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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成果共享

何琼妹还记得，在观看先行区视
频介绍时，总书记指着一张视频图片
说：“这是潭门吧？”

“2013年时，总书记去考察的琼
海潭门，5年过去了，潭门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总书记仍然仅凭视频里
一晃而过的一张图片就认出那是潭
门，这真的是厚爱啊！”何琼妹说，总书
记的关爱让人感动，更让她感到肩上
的责任重大。

为发展好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
先行区，打造国际一流的医疗健康产
业标杆和医疗旅游度假天堂，何琼妹
表示，琼海将充分利用好生态优势、政
策优势、区位优势三大优势，积极搞好
服务对接，在服务好国人的同时，吸引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世界各国人民
来到琼海博鳌，到先行区体验和享受
高端医疗健康服务，带动周边美丽乡
村特色旅游产业发展，让改革发展成
果惠及当地民众。

慈铭博鳌国际医院董事长、慈铭
体检集团党委书记胡波表示，习近平
总书记对人民、民族的健康无比关
心，而慈铭体检的初心就是为人民健
康服务，“过去我们为国民健康做了些
有益的尝试，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创办
至今16年，累计服务3000万人次。
我们向更多人传递预防疾病的健康意
识，通过定期体检，建立饮食、运动、心
理调节、关注家族遗传病史等科学管

理体系，加强重大疾病隐患检查，降低
国民发病率、死亡率”。

胡波说：“我们将不辜负习总书记
的期望和嘱托，脚踏实地把慈铭博鳌
国际医院建设成‘一带一路’民心工
程，打造好中国医疗服务国际品牌，为
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发展，
为海南国际旅游岛发展，为民族健康
和伟大复兴争取做出更多贡献。”

先行先试，用好政策勇探索

牢记嘱托，不辱使命。一次细致入
微的考察，也是一场情深意切的鼓舞。

考察当天，省卫生计生委党组书
记、主任韩英伟是讲解人，回忆起为
习近平总书记详细介绍先行区的相
关情况时，他心潮澎湃，久久难以平
静。“习总书记充分肯定先行区的改
革探索，鼓励并要求我们用好九条
优惠政策，做好服务。他还鼓励在
场的院士专家和医疗团队的领头
人，要继续发挥专业优势，为国民健
康、中国健康事业、健康中国、健康

产业发展继续作出应有的贡献。”韩
英伟说。

在他汇报国家赋予先行区九条优
惠政策可概括为四个特许，其中最核
心的是在美国、日本以及欧盟等国外
合法上市、但还未在我国注册上市的
药品器械可以在先行区使用时，总书
记对这些药品器械的使用监管问题非
常关心，要求强化监管，保证这些药品
器械在园区内使用。

“习总书记对医疗新技术的运用
很关切，特别问到乳腺X射线机，还
问到达芬奇机器人。他还很关心医疗
新技术、新药物、新器械的运用，对老
百姓的惠及度和费用情况。”韩英伟
说，下一步，省卫生计生系统将认真贯
彻落实习总书记要求，落实中央的部
署，逐步实现新的发展目标。

“首先，省卫生计生委将马上组织
学习，深刻领会和贯彻落实习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学习相关专业知
识，向省外和国家有关部门学习，提升
专业水平；其次，将组织卫生计生全系
统同志和社会各界为下一步工作出谋

划策、群策群力、集思广益；迅速形成
关于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的
规划发展意见，上报省委、省政府，并
和国家卫健委共同探讨和商定实施方
案等。”韩英伟说。

中国工程院院士、博鳌超级医院
专家李兆申表示，将认真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把先进的医疗设备
带到博鳌超级医院来，并尽快投入临
床使用，为海南人民、国外游客提供优
质的医疗服务。尽自己最大努力，将
先行区这块“试验田”精耕细作好。

扛起担当，为百姓健康护航

作为首个在先行区开业的医疗企
业，博鳌一龄生命养护中心尝到了“乐
城速度”的甜头。

博鳌一龄生命养护中心董事长李
崇玮介绍，一龄集团成立14年，是国
内首家以“生命养护”命名的高端医疗
旅游机构，之前在北京市、海南省澄迈
县等地发展，如今在先行区又有了自
己的一片新天地，2016年6月开工建

设，2017 年 1 月就开始试运营了。
“2017年1月13日上午，博鳌一龄生
命养护中心正式开业。这两年来，我
见证了先行区的快速成长。”

李崇玮和他的管理团队基本都是
“80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语气中
透着自豪。他说：“开业运营以来，我
们已接待会员2万多人次，现在，会员
规模还在进一步扩大。”

“不辜负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
嘱托，我们将把创新性生命养护理论
与实践体系不断完善，为打造‘健康中
国、美丽中国、幸福中国’提供科学的
思路和成熟的经验，为人类生命养护
事业贡献力量。”李崇玮说。

在博鳌超级医院，博鳌国际眼视
光学和视觉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瞿佳教授第一时间向团队成员传达了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要求大家
把相关要求和精神落到实处。

瞿佳说，结合本职工作，有关部门
将充分用好国九条政策，引进国际上
最领先的眼科眼视光技术、最领先的
眼科材料和设备，如人工角膜、人工视
网技术，让中国老百姓在博鳌超级医
院能够享受到最好的技术、最好的医
疗服务。“其次，还要把我们自己研发
的新材料、新设备，如治疗近视的准分
子激光治疗仪等设备，通过申报先行
先试，实现工程技术转化等。”

“要让国内的病人在超级医院享
受到最先进、最优质的医疗服务，扛起
先行区担当，为百姓健康护航。”瞿佳
说。 （本报博鳌4月14日电）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丁平 符王润

走进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
区（以下简称先行区），感觉走进的不
是一家家医院，而是走进了一个风景
如画的景区，和一座座舒适的酒店。

省卫计委主任韩英伟介绍，近年
来，海南省委、省政府积极落实“健康中
国战略”，在夯实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
服务的基础上，将医疗健康产业作为十
二个重点发展产业之一来抓，目前，全
省四大医疗健康产业集群已初现端倪，
先行区作为产业龙头，在医疗领域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上做了许多有益探索。

目前，先行区已有101个项目达
成投资意向，39个项目通过医疗技术
评估，27个项目开工建设，一期引进国
外新技术15项。“海南对医疗健康产业
的支持力度之大，让医疗界人士倍感亲
切。”来自安徽的海南博鳌瑞达麦迪赛
尔国际医疗中心董事长王保如说，如今
琼海博鳌就像是他的“第二故乡”。

敢闯敢试 体制改革创新

今天，站在博鳌一龄生命养护中
心门前，前来参观的游客王斌非常疑
惑：“好奇怪的名字，说医院，却并不是
医院的名字；说疗养院，也并不是。”

不仅王斌，博鳌一龄生命养护中
心董事长李崇玮2016年2月去海南
省卫计委办理牌照时，也曾遭到同样

的质疑。“由于先行探索，当时省里办
理生命养护中心的资质还不具备。”李
崇玮回忆说。

没有先例不怕，创新、实干，才能
更好更快地前行。经多次论证、协调，
一个多月后，博鳌一龄生命养护中心
得到批复。

李崇玮说，这虽是一件小事，但却
反映了先行区敢闯敢试先行先试的精
神。作为我国第一家以国际医疗旅游
服务、低碳生态社区和国际组织聚集
地为主要内容的国家级开发园区，先
行区诞生之初就成为一块独特的医疗
旅游“试验田”。

为探索新的持续发展的引擎，先
行区在医学模式创新上也进行了多项
探索，园区正在运营的项目不仅拥有
国际高新医疗器械，而且拥有医疗新
技术，比如国际上最先进的抗癌药和
治疗聋儿的电子耳蜗等都能在这里提
早使用。

琼海市委常委、先行区管理委员
会副主任何鹏飞介绍，先行区被赋予
了全国独一无二的九条含金量极高的
开放政策，加快了高端医疗技术的聚
集。根据规划，先行区将重点发展医
疗、医美抗衰、健康体检、科研等国际
医疗旅游相关产业，形成“三地、六中
心”，即国际医疗旅游目的地、尖端医
学技术研发和转化基地、国家级新的
医疗机构集聚地；特色明显技术先进
的临床医学中心、中医特色医疗康复

中心、国际标准的健康体检中心、国际
著名医疗机构在中国的展示窗口和后
续治疗中心、国际医学交流中心、国家
罕见病临床医学中心。

“保姆式”服务让企业安心

3月31日上午，伴随着第一缕映照
在万泉河上的曦光，博鳌乐城国际医疗
旅游先行区迎来又一个清晨。万泉河
边不远处的先行区康祥路上，鞭炮齐
鸣、彩旗飘飘，博鳌超级医院正式开
业。让所有来宾惊讶的是，就在4个月
前，2017年11月22日，海南省政府与中
国工程院才首次提出“超级医院”概念。

谈及如此惊人的速度，博鳌超级
医院执行副院长盛国平将其归功于先
行区这个平台，“一方面，先行区有好
的政策，另一方面，政府部门服务企业
方面，做得贴心。”

据了解，2015年，海南省人大常
委会充分利用特区立法权，审议通过
《关于在海南经济特区博鳌乐城国际
医疗旅游先行区等三个产业园区暂时
变通实施部分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审
批的决定（试行）》，推行“极简审批”：
试行规划代立项、区域评估代单个项
目评估、承诺公示制等。

改革后，涉省级8个部门审批事
项简化为4个，市级14个部门的32项
审批事项全部取消，项目落地所需时
间由429个工作日缩减至58个，提速

6.4倍。
此外，先行区项目落地实行一站

式受理、全程跟踪服务。每个项目由
专人对接、分管，逐一建立微信工作
群，及时协调工作问题。对企业需要
办理的备案、承诺事项，实现“一个窗
口受理”。

海南博鳌瑞达麦迪赛尔国际医疗
中心常务副总经理武向东感慨：“形象
地说，就像保姆式的服务。我们公司当
初的工商注册，常规来讲，加上双休日
大概需要10天时间。而我们只花了半
天时间，当场就拿到了工商执照。”

超级医院引领未来

日前，来自浙江省的蔡大爷在博
鳌超级医院博鳌眼科中心做完手术，
次日就恢复了光明。他激动地对医生
说：“终于可以见到恩人了！”

蔡大爷今年72岁，双目失明。之前，
曾经历过两次失败的眼角膜移植手术。

在博鳌超级医院做完手术后，他的
视力恢复到0.5。“能恢复得这么好，也就
只有超级医院能做得到。”蔡大爷感慨。

给蔡大爷做手术的，是博鳌超级医
院院士专家翟佳教授领衔的眼科团队。

不仅仅是翟佳，博鳌超级医院的
每个团队都是最强“国家队”：由李兰
娟院士领衔的感染病专科团队、由孙
颖浩院士领衔的泌尿外科团队、由郑
树森院士领衔的肝胆胰外科团队、由

韩德民院士领衔的耳鼻咽喉专科团
队、由李青峰教授领衔的整形美容外
科团队、由宁光院士领衔的内分泌专
科团队、由王辰院士领衔的呼吸科团
队……

目前已经确定入驻博鳌超级医院
的临床学科，都是在各自领域中国内排
名前三的学科，由临床医学领域中国工
程院院士及顶尖医学学科带头人领衔，
通过整合国内优质医疗资源，组建团队
以各专科临床中心的形式进驻。

中国工程院院士、博鳌超级医院
院长李兰娟介绍，博鳌超级医院创新
服务方式，是“1+X”家专科临床医学
中心集群，即由“一个共享医院（平
台）+若干个临床医学中心”组成，采
取多元投资，市场化运作，专业化管
理。同时，采取全新运营机制，即实行
医疗领域的机场与航空公司式服务方
式。病人与共享医院（平台）、共享医
院（平台）与临床医学中心相互依托、
相互购买服务。

“超级医院，一方面能为患者提供
国际先进医疗技术服务，实现民众看
病不出岛、不出国，为医疗领域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提供参考样本。另一方
面，通过创新办医体制和医院运行机
制，探索新的共享医院平台运营管理
模式，为鼓励社会办医，建立现代医院
管理制度、深化医师多点执业成效等
医疗领域改革进行探索。”李兰娟说。

（本报博鳌4月14日电）

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

先行先试 扛起产业龙头担当

医院中所有学科都一流。而一流医院是
指医院内有3个左右学科一流，其余学科中
等以上。因此，博鳌超级医院要打造的是超
一流的医学中心。

博鳌超级医院有多“超级”？

将建成“1+X”模式，即“一个共享医院（平
台）+若干个临床医学中心”，而若干个临床医学
中心均由医疗领域顶尖院士和专家领衔组建。

目前开设了哪些科室？

感染病科、肝胆胰外科、心血管内科等，
已有12个顶尖学科团队入驻。

（本报记者 李佳飞 丁平 符王润 整理）

（一）加快先行区医疗器械和药品进口注册审
批。对国外依法批准上市、未获得我国注册批准
的药品进口注册申请，可按照新药注册特殊审批
管理规定的要求，申请实行特殊审批；对于医疗机
构因临床急需进口少量药品的，可按相关法律法
规要求，向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提出申请，经
批准后进口，进口药品应当在指定的医疗机构内
用于特定医疗目的。

（二）按照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办法和医疗
技术临床研究有关规定实施医疗技术准入。先行
区可根据自身的技术能力，申报开展干细胞临床
研究等前沿医疗技术研究项目。

（三）卫生部门在审批先行区非公立医疗机构
及其开设的诊疗科目时，对其执业范围内需配备
且符合配置标准要求的大型医用设备可一并审
批。

（四）境外医师在先行区内执业时间试行放宽
至三年。海南省人民政府可结合先行区自身实
际，制定实施境外医技、医护人员来先行区执业的
相关办法，并报卫生部备案。鼓励先行区在中医
预防保健机构和人员准入、服务规范，以及服务项
目准入、收费等方面先行试点。

（五）允许境外资本在先行区内举办医疗机
构。逐步取消合资或合作医疗机构的境外资本股
权比例限制，逐步放开境外资本在先行区设立独
资医疗机构。

（六）对于今后先行区确需进口的、关税税率
较高的部分医疗器械和药品，财政部要会同有关
部门统筹研究适当降低进口关税。

（七）根据先行区开发建设实际，适当增加海
南省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涉及基本农田调整
的，应按照国家法定程序报批。

（八）支持并指导先行区引入生态、医疗、新能
源等相关国际组织，承办国际会议。探索创建健
康旅游国际组织。

（九）鼓励先行区利用多种融资渠道，吸引社会
投资。支持境内保险资金等长期资金在依法合规
的前提下，按市场原则投资养老实体和医疗机构。

（本报记者 李佳飞 丁平 符王润 整理）

国家赋予先行区的
九条优惠措施

万泉河畔，春潮涌动。河水冲积出的静美岛屿上，一座现代化的医疗旅游先行区已初具规模。和风暖阳
中，一个个加快落地和推进的健康产业项目，让这座生态小岛日益生机勃发。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经济要发展，健康要上去。人民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都离不开健康。要大力发展健康事业，为广大老百姓健康服务”……4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考察，亲切关怀的话语犹在耳畔，温暖人心，催人奋进。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的深情嘱托和殷切期望，充分利用好‘国九条’特殊优惠政策，先行先试，把博鳌乐
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打造成为国际一流的医疗健康产业标杆和医疗旅游度假天堂。”琼海市委书记、博鳌乐
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党工委书记何琼妹说，回忆起习总书记考察时的点点滴滴，仍然有一种深深的感动。

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贯彻落实习总书记考察讲话精神

打造国际一流园区 为百姓健康护航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丁平 符王润

什么是超级医院？

博鳌国际医院。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不断完善医疗救援设施建设。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博鳌超级医院咨询台工作人员正在提供就医服务。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博鳌超级医院里，医护人员正在陪护患者。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