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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在海口居住不满两个月，市民吴
升贵的母亲就想着要回村里老家。尽
管海口的空气质量在全国已是数一数
二，可城里的汽车尾气、噪音、拥堵等问
题依旧让老人家难以忍受。

并非老人家小题大做，越来越多的
城市居民正面临快速城市化所带来的
众多健康问题。今年4月，清华大学地
球系统科学系与国际著名学术期刊《柳
叶刀》联合发布《健康城市：释放城市力
量，共筑健康中国》特邀报告，指出慢性
病已取代传染病成为中国城市的主要
疾病负担，空气污染、水污染等环境问
题成为影响城市健康的主要因素。

未病先防、关口前移，才是破解之
道。2016年2月，一场病媒生物防制专
项整治行动在海口拉开大幕。当卫生
死角被一个个揪出来后，家住海口琼山
区银湘公寓的张秀琴明显感到，“小区

里的老鼠、苍蝇、蚊子都变少了。”
“四害”被消杀，市民健康的“威胁

值”自然下降。以城乡环境卫生整洁行
动、病媒生物防制等为载体，海口逐步
由环境卫生治理为重向全面落实社会
健康管理转变。

什么样的城市才算是健康？提高
公共卫生服务的可及性，绝对是一个重
要指标。以0-6岁儿童、孕产妇、老年
人、慢性病患者和重性精神病患者等人
群为重点，海口不断提高居民健康档案
建档率，并初步建立起疾病预防控制、
妇幼保健、急诊急救医疗服务、医学信
息服务、传染病防治、慢性病防治、精神
病防治等公共卫生服务体系。

“前两天孩子吃多了，肚子不舒服。”
家住美兰区人民街道新利社区的居民孙
婧随手拨通电话，不一会儿社区卫生服
务站的签约医生便来到了她的家中。

自2014年起，海口开始尝试用一份
“社区医生签约服务书”将市民与医生连
在一起，通过制定健康评估、康复指导、
家庭病床服务、家庭护理远程健康监测
等个性化签约服务，形成以社区为范围、
家庭为单位，以健康管理为主、医防并重
的社区医疗保健制度，从而向居民提供
安全、优质、便捷、连续的医疗服务。

头疼脑热可以靠家庭医生，那遇上
了大病重症该怎么办？通过与上海六
院、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上海中医药
大学附属岳阳医院、华润医疗集团、梅奥
诊所、泰康拜博医疗集团等全国知名医
院“联姻”，引进名医名家、高级人才和国
内顶尖学科带头人落户本地，并选派医
疗机构和医院的管理人员、一线医护人
员到国内外知名的医疗机构进修学习，
让椰城百姓真正实现“大病不出岛”。

以治病为中心的医疗卫生服务体

系，显然在应对与日俱增的“城市病”面
前显得捉襟见肘。中医把脉、推拿、针
灸、热敏灸……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
阳医院中西医结合医院海口分院（海口
市中医院）开设中医国际诊疗中心，将医
养结合旅游，如今正吸引一批又一批海
口市民及国际游客前来体验中医康养服
务。与此同时，位于海口观澜湖新城内
的海南中加国际健康管理中心将于
2019年春节前后正式落成，届时将打造
为海南最大的国际健康管理中心，这也
是海口首家国际化健康管理中心。

“我们不仅探索出台《“健康海口
2030”行动计划》，还制定了‘医养结合’
及其他健康产业发展规划。“海口市卫计
委主任曾昭长表示，通过大力倡导和普
及健康生活、优化健康服务、完善健康保
障、建设健康环境、发展健康产业，海口
正编织起一张真正的健康之网。

完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 椰城百姓“大病不出岛”
“我为什么不试

着开始跑步？”
去年年初，海口

市民李牧晟发现家
门口的美舍河恢复
清澈，他回家换上运
动服，就出门沿着河
岸跑步，偶然养成的
这个习惯一直坚持
到现在。

美舍河治理、
“创卫”等工作还给
城市一个健康的“身
体”后，一种更良性
的发展模式便呼之
欲出：几乎在捧回
“国家卫生城市”牌
匾的同时，海口开始
酝酿启动健康城市
试点建设工作。

城市是人类的
聚居地，健康的城市
环境终归要回到“以
人为本”的思路上。
如果说“创卫”解决
的是城市环境卫生
的硬件问题，建设健
康城市则更强调城
市的自我发展与自
我完善，且真正将重
点聚焦在城市居民
本身。

不设达标值，没
有“天花板”，海口的
“大健康”之路注定
任重而道远。

当62岁的陈雪秋遭遇乳腺癌和高
血压的双重打击时，她几乎断定“这辈
子完了。”“治病就像个无底洞，一下子
哪里拿得出这么多钱治病？”

陈雪秋的窘迫并不是个例。由于
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较内地而言相对滞
后，患者离岛看病又面临高昂花销，“看
病难”“看病贵”问题一度成为海口医改
难以突破的瓶颈。

惠民医疗政策如何落实？一道民
生考题，牵动千万人心。

2015年6月1日，海口全市48家
公立医院、镇卫生院和政府办的社区卫
生服务机构全面实施先看病后付费诊
疗模式。患者除不再需要缴纳住院押
金，还能清楚了解到每日医疗费用明
细，生活确实困难的患者，除享受新农

合大幅度报销和大病补偿外，还有延迟
结算医疗费用的权益。

先看病后付费模式的实施，让饱受
病痛困扰的陈雪秋终于鼓起勇气跨进
医院大门。

可即使有政府垫付，这钱最终也要
从患者口袋中掏出来。要想为群众减
负，仍需长效措施。这时，“取消药品加
成”应运而生。

2016年12月26日起，海口辖区内
的省、市属公立医院全面调整药品进出
库价格，取消原先15%的加成。市政
府2017年更是安排2488万元补助用
于取消药品加成改革工作，真正让利于
患者。

“缬沙坦胶囊原来是46元，现在一
下子降到了39元。”不久前，60多岁的

陈阿婆和往常一样去医院为患有脑梗
塞的老伴开药时，发现缬沙坦胶囊一盒
便宜了7块多，再加上其的药品，一次
能省将近30元。一年下来，就可以省
下700多元的药费，“实惠！”

而对于偏远乡镇的居民们来说，更
大的实惠则来自于优质医疗资源的不
断下沉。

69岁的周阿公是海口长流镇人，
患有脑梗塞和慢性胃炎病的他，以往需
要奔波十几公里到市区大医院看病。
可如今他惊讶地发现，家门口的卫生院
引进了不少先进设备和技术骨干，完全
能满足他平时的基本医疗保健需求。

2017年初，海口市政府出台《海口
市推进紧密型医联体建设实施方案》，
明确全市将以“共享诊疗”为核心，纵向

整合资源，以技术、人员、设备、信息等
资源共享、分工协作的管理模式，构建

“1+X”紧密型医联体，逐步建立“基层
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
的分级诊疗新模式，形成“小病在基层、
大病到医院、康复回社区”的就医格局，
让百姓看病不再扎堆。

先看病后付费、取消药品加成、推进
分级诊疗……海口市委、市政府一个个
医改“药方”都将解决群众“看病难”“看
病贵”作为首要任务，让海口逐步向人人
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靠拢。

截至2017年底，海口所有公立医
疗机构实施住院“先看病、后付费”，累
计垫付费用4.1亿元、受益群众7.1万
人；6家公立医院全面取消药品加成，
为群众节省费用4128万元。

一套组合拳破解看病难 医改送出惠民“大礼包”

“追求最高的健康水准是每个人的
基本权利。”这行简洁有力的文字，以联
合国通用的六种语言，镌刻在美国哈佛
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大楼的外墙上。

可事实上，“看病难”几乎困扰着每
一个大城市。有媒体调查，中国部分一
线大城市患者的平均就诊时间都长达
177.2分钟，其中排队时间占据75%以
上，诊疗时，病人与医生交流的平均时
长还不到10分钟。

让群众更有尊严地看病，无疑成为
追求更高健康水准的前提。

“您刚散完步吗？今天没觉得头昏
吧？”当80岁的林阿婆走进美兰区琼苑
社区卫生服务站时，社区医师一边亲切
地打起招呼，一边熟练地撸起阿婆的袖
子准备测血压。

林阿婆患有多种老年病，一年总要
住五六次院。“社区里的医生比我还要了
解自己的身体，有他们在身边叮嘱，我放
心！”在林阿婆看来，社区看病的最大好
处就是省钱省力，有病随时找家庭医生，
再也不用每次都去大医院排队挂号。

医生熟悉病人，病人信赖医生，这
样温馨和谐的场景正发生在海口许许
多多的基层医疗服务机构里。“以前对
居民们提供贴身的健康指导更多是出
于人情，现在则是出于责任。”在新利社
区卫生服务站医生景文华看来，一个医
护团队对应一个家庭的签约服务关系
形成后，大大增加了他们的责任感。

老百姓在家门口看病省钱省心，无
疑也正重新激活了基层医疗机构。“相
当多的患者习惯动不动就上大医院看

病，导致基层医疗机构人员设备空转。”
海口市卫计委相关负责人坦言，随着近
年来海口积极探索分级诊疗体系，并在
全市31家镇级基层医疗机构推广实施

“限费医疗”的住院治疗支付方式改革，
一个更理想的就医格局轮廓初现。

“实行限费医疗后，我们卫生院的
住院病人增长到现在的每个月30个至
40个，至少翻了一番。”海口东山镇卫
生院的一位医生评价说，限费医疗不仅
是一项惠民的好政策，还让病人逐渐往
基层医疗机构回流。

回归到看病角色，医务人员们也明显
感觉到自己的技术劳务价值得到提升。

医改之前，公立医院收入由药品加
成+财政投入+医疗服务收入构成。“由
于药品可以给医院带来利润，就很难控

制医院为逐利而鼓励和默许医生大处
方行为。”一名在海口从事多年医改工
作的相关人士直言，随着以药补医机制
的破除及医疗服务价格的提高，医护人
员充分体现劳动价值，甚至开始主动帮
着患者“省钱”。

既要靠医疗卫生服务的“小处方”，
更要靠社会整体联动的“大处方”。而
今，一系列“组合拳”还在不断落地：新
增“微信”“支付宝”“椰城市民云”等网
上预约诊疗、挂号、结算等便民措施，上
线运营首个全流程医疗互联网便民服
务平台，打造全员人口、电子健康档案
和电子病历三大基础数据库……随着
一张覆盖全市的“大健康”网络逐步成
型，海口正让“健康红利”惠及全民。

（本报海口10月17日讯）

患者有尊严医生更体面 追求健康满满获得感

在美丽风景中锻炼身体，已成为海口健康新时尚。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截至2017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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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群众7.1万人

6家公立医院全面取消药品加成

为群众节省费用4128万元

社区医生与居民
签约服务工作有序推进

常住人口签约率为34.52%
重点人群签约率为52.16%

海口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

维持在98%高水平

新生儿遗传代谢病筛查率达98.4%
新生儿听力筛查率达95.18%

孕产妇系统管理率86.19%
妇女常见病定期筛查率达63.67%

1月18日,来自上海的中医专家为
秀英区东山镇群众开展中医义诊活
动。 本报记者 王凯 通讯员 董莉 摄

海口持续加强病媒生物防治。图
为工人们持烟雾枪对下水道口进行消
杀灭蚊等。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海口完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破解看病难

“大健康”提升城市幸福感
■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李梦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