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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江联手武汉名医团队共建医疗集团

优质资源惠民生 贴身服务暖民心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创立于1923年，又名
湖北省人民医院，也是武汉大学第一临床学
院，是国家首批三级甲等医院。在职职工
6000余人，其中高级职称720名，包括国家有
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卫生部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等知名专家和
一批饮誉海内外的名医。

该院有两个院区。主院区位于武昌张之
洞路（原紫阳路），占地200亩，东院区（光谷院
区）位于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占地 250
亩。近年来，该院每年门诊量为 500 余万人
次、手术逾 8 万台次、出院患者约 18 万人次。
此外，经统计，近十年来，该院承担了国家及省
部级科研项目1500余项，获科技成果奖200多
项，包括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1项、国家科技
进步二等奖3项、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1项。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特约记者 林朱辉 通讯员 陈家漠

11 月 6日，备受各方关注的昌
江黎族自治县医疗集团揭牌。据
悉，作为紧密型医联体试点单位，
昌江黎族自治县医疗集团对调整
和优化昌江卫生资源布局，提高医
疗资源配置和使用效率，缓解“看
病难问题”和改善医疗服务具有重
要意义。

从完善基层医疗设施配套，到提
升县域医院医疗医技水平，近年来，昌
江县委、县政府医疗惠民的步伐从未
停歇，力促更多更优质的医疗资源

“动”起来，并下沉至基层乡镇，造福更
多的基层群众。

名医来“家门口”义诊

当天，简短的揭牌仪式结束后，
11名来自武汉的医疗专家联手昌江
人民医院、中西医结合医院医师，来到
位于石碌镇人民北路的南国超市广场
开展爱心义诊活动。

在义诊现场，骨外科、心血管内
科、呼吸内科、儿科、耳鼻喉科等诊台
一字摆开，每一名坐诊专家旁都附有
姓名、职务以及“专攻”领域介绍。这
般贴心的义诊服务，很快就吸引当地
不少病患前来咨询、就医。

“孩子得这病可该怎么办？”
在儿科诊台前，一名中年女子带
着 5 个月大的儿子前来问诊，由于
男婴生殖器患有先天性畸形症状，
这位母亲显得愁眉不展。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儿科主任
医师姜毅仔细检查后发现，这名男
婴患有“隐匿性阴茎”病症。据姜
毅介绍，以前，男婴生殖器先天性
畸形属于一种比较罕见的儿科疾
病，不过家长也不用太担心，等到
孩子长到五六岁时候，到三甲医院
动手术治疗后，完全康复的概率很
大。当天，姜毅耐心嘱咐这位母
亲做好患病男婴的日常康复治疗

以及卫生护理事项。
“医院里刚来了一位腰椎骨折

患者，病情有点严重！”临近中午，武
汉大学人民医院骨外科主任医师李
皓桓仍在开展义诊活动，接到昌江
中西医结合医院反映的情况后，他
立即赶赴医院进行手术，经过大约1

个小时的紧急救治，手术顺利完成。
李皓桓介绍，腰椎骨折手术要

求比较高，这对于普通的县域医院
来说可能有一点难度，今后，他会按
照驻院安排，尽心尽力发挥好“传帮
带”作用，努力提高本地医师的医术
水平。

名医落户昌江常年出诊

据昌江卫计委有关负责人介绍，
昌江医疗短板客观存在，以往，昌江只
能通过“输血”模式邀请省内外名医前
来坐诊，但名医名单、出诊时间存在诸
多不确定性，也未能发挥出很好的“传
帮带”功效，尤其是在急诊科、妇产科、
儿科等薄弱学科，这也成为昌江打造
优质医疗资源的一块“心病”。

值得期待的是，这一困扰昌江多时
的医疗“症结”有望得到解决。按照昌
江医疗集团合作协议，自今年12月起，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每年派驻昌江的副
高以上职称的医疗专家不少于10人，
每人每年常驻时间不会短于3个月。
这样一来，武汉名医就能留出更多的时
间在昌江各医院、各科室领域发挥“传
帮带”作用。此外，昌江医疗集团还会
根据医院学科建设和管理需要，安排昌
江医务系统优秀管理干部和医技人员
到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进修学习。

据介绍，昌江将以建立医疗集团
为抓手，推进县域综合医改工作，推动
昌江人民医院、昌江中西医结合医院分
别牵头成立紧密型医联体，真正做到

“三独立、四统一”（人员配置独立、业务
管理独立、绩效考核独立；以健康昌江
为目标统一规划、统一公共卫生服务、
统一人才队伍建设和学科建设、统一重
大任务部署），建立目标明确、权责清晰
的分工协作模式，也为昌江老百姓提供
更多优质的医疗资源与服务。

医疗惠民生提升幸福感

近年来，从完善社区、乡镇医疗设
施配套，到提升县域各大医院诊疗水
平，昌江县委、县政府通过一系列实实
在在的医疗惠民生举措，不断提升着
山海黎乡群众的幸福感。

去年以来，昌江累计投入超2亿
元资金用于县域医院采购一批先进的
医疗设备，同时引进妇产科、儿科等专
业人才，努力提升医疗服务能力，获得

了“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全
国健康促进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先进
县”等荣誉称号。

今年以来，昌江有关部门在每年
设立2000万元“双特”救助资金的基
础上，还设立了1000万元健康关爱基
金，对患有血友病、儿童先天性心脏病
等9种疾病的群众进行救助，切实减
轻困难群众的医疗费用负担。

“不仅要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看
上病、看得起病，更要看好病。”对于此
次武汉名医团队落户昌江，昌江县委
书记黄金城寄予期待。他说，此次联
手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共建昌江医疗集
团，是昌江继实施限费医疗、推进公立
医院改革之后，在医疗体制改革上迈
出的又一大步，必将实实在在地提升
当地老百姓的幸福感。

省卫健委有关负责人希望，昌江
充分利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的优质医
疗资源和管理体制，在学科建设、人才
培养、医院管理等方面实施帮扶，确保
昌江医疗卫生机构的医疗管理水平全
面提升，构建起基层首诊、双向转诊、
急慢分治、上下联动、连续服务的就
医新格局，努力打造全省医改新亮
点，探索形成全省范围内可推广的基
层综合医改新模式。

（本报石碌11月6日电）

1、近两年来，昌江投入27762776万元建

设该县中西医结合医院精神病科住院大楼，

建成22所“全国群众满意乡镇卫生院”、6969
所标准化行政村卫生室。

2、目前，昌江已与县域外1818家公立定

点医疗机构签订一站式结算协议，打通健康
服务“最后一公里”。

3、自2017年底启动“儿童眼健康关爱

行动”，昌江计划对全县80008000名学生进

行眼健康筛查，目前已免费救治1818名视

障儿童。

4、昌江大力开展健康扶贫，对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农村低保对象实施医疗报销

比例达 9090%%，与 1860518605名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签约“家庭医生”，全面提高贫困人
口医疗保障水平。

（本报记者曾毓慧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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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江黎族自治县医疗集团揭牌现场。 通讯员 陈家漠 摄

在昌江中西医结合医院，医生为
眼疾患者进行手术治疗。

通讯员 陈家漠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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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购节举办前，由海南省商务厅
授权交通银行海南省分行独家发行
5000张限量版海购节专属信用卡，
为本届海购节助力造势，让消费者享
受到了海购节信用卡的专属优惠。

而作为本届海购节的重要活动
之一，“空中海购节”也别出心裁，活
动主办方选择在海购节期间在海南
航空海口往返普吉岛、海口往返悉
尼的两条国际航线上，开展特色鲜

明、形式多样、创意新颖的营销活
动，推荐海南名特优商品，吸引国际
友人的目光，促成消费动力，在空中
营造实惠购物、欢乐购物、放心购物
的热烈氛围。

据活动主办方介绍，“空中海购
节”为本届海购节的一次全新尝试，
主要针对国内外游客，通过一系列丰
富多彩的活动，推广海南名特优商
品，吸引国内外消费者目光。

深秋的海南，海风和煦，
秋意盎然。10月31日晚，历
时一个多月、超过3万家企
业共同参与，围绕着“美好新
海南·购物新天堂”为主题的
2018（第三届）海南国际旅游
岛购物节（以下简称海购节）
在三亚国际免税城落下帷
幕。据统计，今年海购节期
间，采取“商旅文游购娱”的
模式，以及27大项150多场
省级主题促销活动和554项
市县促销活动，参与商家的
销售额达到54亿元，同比增
长16.3%。吸引了百万名消
费者参与其中，实惠、欢乐、
放心的消费环境，更是获得
商家、消费者点赞。可以说，
第三届海购节在繁荣市场、
拉动消费、展示品牌、扩大影
响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商旅文游购娱”催生创新融合新消费

海购节：海南“购物天堂”新标签

第三届海购节“海购lucky王”有奖互动活动
自9月20日正式开始后，为了成为本届海购节最
幸运的“lucky王”，网友们纷纷转发助力参与活
动，转发点击量300万余次，共计5万多人参与。
在海购lucky王抽奖直播中，王女士成为超级幸
运消费者，喜获200多件奖品。

第三届海购节闭幕式暨颁奖盛典上，为评
选出来的10个“最受欢迎商家”、10个“最佳组
织奖”以及 5 名“购物达人”获得者颁发了奖
杯。此次设立的“购物达人”奖，是海购节自举
办以来的首次评选项目，得到了消费者的踊跃
参与及好评。

据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介绍，第三届海购节
创意新颖、体验感强，通过新闻发布会、各市县分
会场、限量版海购节信用卡、海购lucky王、《海购
宝典》、闪耀商圈亮屏、主播购翻天、绿色消费主题
公益跑、海南名特优商品展暨琼匠文化博览会等
活动，给消费者带来无限惊喜。第三届海购节是
国际化的“元年”，组织的多场活动积极导入国际
游客，让国外游客深刻领略海南的魅力和海购节
的欢乐的同时，活动还通过境外新媒体进行国际
化传播，在 Facebook、Twitter 及 Hellosanya.
com官网等平台进行全英文报道，受到境外游客
的广泛关注。

打造十月“购物天堂”

第三届海购节通过一系列特色鲜明、精彩纷
呈的主题促销活动，吸引了百万消费者参与其中，
实惠、欢乐、放心的消费环境，更是得到商家、消费
者的点赞。在这一年一度“嗨购”的节日里，在海
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逐步探索、稳步推进
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大背景下，消费者对
明年第四届海购节有了更多的期待！

第三届海购节由省商务厅主办，省旅游和文
化广电体育厅、省公安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海
口、三亚市政府，各市、县、自治县商务主管部门，
海航集团有限公司、海南海汽运输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海南铁路有限公司协办，南海网、海南广播
电视总台承办。

（本版策划/苏桂除 撰文/孙令正）

10 月 5日，海购节“主播带你
‘购’翻天”活动在海口友谊阳光城
举行。活动当天，在友谊阳光城8楼
中庭，友谊阳光城多家餐厅为现场
食客带来了各式美食，消费者除了
可以在现场品尝美食，活动还特别
安排了互动送奖环节，通过现场抽
奖，向现场消费者送出代金券、优惠

券，现场美食享不停，劲爆互动乐翻
天。同时，为了欢度国庆，友谊阳光
城还特别为会员客户推出消费即可
享受双倍积分优惠活动，积分可在
活动期间的第二次消费时直接当现
金使用。

如此受消费者欢迎的活动，不仅
在友谊阳光城，三亚亚龙湾 1号小

镇、儋州夏日广场、海口喜盈门广场
等地，“主播带你‘购’翻天”的分场
活动都给消费者带去不一样的“嗨
购”感受。

10月26日至28日，2018年海南
名特优商品展暨琼匠文化博览会在
三亚大东海广场举行。

三天时间里，来自海南各个市县

的 60多家名特优品牌企业带着约
1000种独具海南特色的商品，共赴
这场盛情之约，联手为本土消费者、
中外游客奉上了一场高质量、多元化
的博览盛宴。三天迎客约5万人次。
这串数据的背后，是名特优展为海南
特色商品与工匠文化“代言”的丰硕
成果。

10月20日上午，由海南省商务
厅主办的海购节绿色消费主题公益
跑暨陵水格择村农产品消费扶贫活
动在海口万绿园举行。活动吸引了

近600人报名参加，参与者身着绿色
T恤，以跑步这一形式，身体力行向社
会传递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及倡导绿
色消费的理念。

同时举行的还有海购节消费
扶贫活动，活动主办方结合海南
当前的扶贫工作，创新帮扶方式，
现场向陵水本号镇格择村贫困户

捐赠绿色家电和生活用品。当天，
从陵水本号镇格择村运来的扶贫
农产品 500斤，短短一个小时全部
销售完。

“空中海购”有新意

“全岛嗨购”优惠多

“绿色消费”跑起来

海购lucky王转发点击量300万余次

海购节海南名特优商品展暨琼匠文化博览会上人潮涌动。 海购节绿色消费主题公益跑活动参加者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