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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嘉积 12 月 19 日电
（记者刘袭）今年4月，习近平
总书记在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
游先行区考察时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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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鳌一龄生命养护中心负
责人李玮12月10日对海南日
报记者说，博鳌一龄生命养护
中心牢记总书记嘱托，立志把
一龄生命养护中心建设成为集
新型医疗技术、特色治疗、生物
医学、再生医学、综合抗衰和旅
游医疗度假、心灵疗养于一体
的高端医疗旅游中心，打造国
际医疗合作新平台。

今年 9 月 18 日，乌克兰
——博鳌中医药康养之旅交流
研讨会在一龄生命养护中心举
行。乌克兰文化部代表、资深
艺术家皮丘卡·奥列格·斯捷班
纲维奇说：“海南与乌克兰经济
互补性很强，双方的发展潜力
很大，前景可期。”

李玮说：“我们争当‘一带一
路’文化使者、健康使者，推动和
促进传统中医药文化更加顺畅
地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向世界
展示传统中医药文化精粹，吸引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人民
来海南体验最具中医药特色的
健康旅游服务，打造中医药健康
旅游国际知名品牌。”

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
会期间，傍晚时分，在一龄生命
养护中心的国医堂内，聚集不
少前来体验中医康养的与会嘉
宾。克罗地亚与会嘉宾奈博伊
莎体验了从按摩到熏蒸到药浴

到最后药膳的整个过程，“这是
在其他地方体验不到的。”克
罗地亚与会嘉宾克里·塔纳瓦
尼体验了沉香古方综合疗法后
说：“出了很多汗，体验效果非
常棒。”共有30多位全国知名
中医药专家坐诊一龄生命养护
中心，为与会嘉宾免费提供名
中医见诊、中式推拿、沉香古方
综合疗法、艾灸疗法等中医养
生、康复理疗服务，为与会嘉宾
提供健康预检、中国传统文化
体验、形象打造等80余项特色
项目和特色服务。

2017年1月，作为国内首
家以“生命养护”命名的高端
医疗旅游和5S生命养护综合
服务机构，投资7亿元的一龄
生命养护中心正式开业，凭借
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
先行区得天独厚的发展医疗
健康产业的优势，放眼全球，
将中华传统医学、传统文化精
髓与世界尖端医疗技术融合，
利用乐城先行区优惠政策整
合国际先进医疗资源，为国际
国内的高端游客提供全方位
健康管理、美丽定制、综合抗
衰、生命养护等服务，建成“生
命养护天堂”。拥有世界先进
的专业检验检测仪器设备，如
核磁共振、双源CT、彩色颅脑
多普勒、全数字化彩超、DR检
查仪、数字肠胃镜等。以“让
世界人民到海南体验中国最
有特色的传统中医药文化和
康复疗养服务”为目标，借助

“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重大
机遇，发展国际合作，培育具
有国际知名度和市场竞争力
强的中医药健康旅游知名品
牌，为世界高端游客提供中国
式康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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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打造国际医疗健康产业标杆

医疗旅游拓蓝海

11月28日上午，根据省委、省政府的
统一部署，全省17个市县同步举行海南
自贸试验区建设项目（第一批）集中开工
和签约活动。博鳌乐城智能电网与低碳
智慧能源综合示范区项目在琼海分会场
签约。该项目预计2019年开工，2020年
初步建成示范基地，2025年全面建成。

博鳌乐城智能电网与低碳智慧能源
综合示范区项目主要由低碳智慧能源、智
能电网两部分组成，即建设低碳智慧能源
供应系统和局域智能电网示范区。

该项目建成后，可为用户提供灵活多

样的用能服务，提升用户用能服务体验，
打造智能家居、节能减排新样板、新标杆，
带动智能医疗产业、旅游文化产业、智能
家电产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

这是先行区基础设施建设提速的一个
缩影。近年来，先行区道路、水电、煤气、网
络通讯、商业网点等配套不断完善，为先行
区加速发展提供了强有力支持。

先行区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目前，先
行区二期基础设施项目已全面启动。集行
政中心、专家公寓和商业配套为一体的综
合服务中心项目（建筑面积约8万平方米）

计划总投资7亿元，已完成投资3.5亿元，
预计2019年2月28日主体竣工，2019年
3月15日政务服务中心交付使用。康养中
心项目正进行土方工程施工。临时污水处
理设施扩容项目（处理规模由300吨/天增
加至600吨/天）已于9月18日开工建设。
南岸水质处理厂项目正在抓紧进行项目监
理招标等前期工作，计划2019年1月动
工，2019年12月建成投入使用。南岸新
安置区和商业街已完成项目选址等前期工
作，琼海市专门成立了征地工作领导小组，
于8月中旬开始征地拆迁工作，南岸安置

区和商业街共涉及青苗户约145户，已清
点138户，并完成青苗补偿签字115户，正
在加快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工作。

硬件建设快马加鞭，软件服务也是毫
不松懈。今年5月，一龄生命养护中心口
腔科主任徐其章成功落户琼海，成为享受
人才政策落户琼海第一人。徐其章感慨：

“一天之内就走完了程序，真是不敢想象。”
据了解，在省人社厅的指导下，先行

区于8月30日在园区内设立了人才服务
站，为先行区人才就业创业审批等相关
事项提供“全程代办”式服务。10月12

日，先行区出台了《关于加快先行区人才
优先发展的实施意见（试行）》。截至目
前，已办理人才认定 6个（均为高级职
称），正在受理人才认定5个（4个高级职
称，1个中级职称），代办落户1个。同
时，琼海设置了先行区检察工作站、警务
室、税务分局，进一步强化先行区行政服
务；开通市区、博鳌到先行区公交专线，
进一步优化交通出行问题；引进北京海
淀外国语学校，安排高层次人才子女13
人就读琼海市优质学校，进一步加强先
行区就业人才子女就学保障。

基础配套设施不断完善

■ 本报记者 丁平 通讯员 何之望 李丹

产业深度融合发展

近日，在先行区参观后，乌克兰游客
亚历山大诺夫娜非常惊讶：“这里先进的
医疗技术、理论，让我十分惊喜，很多技
术，我之前都不了解。”

对于李玮来说，这在情理之中：“在一
系列先行先试政策的推动下，先行区的入
驻企业进入快速发展期。”

据了解，2013年2月28日国务院批复
给先行区九项特殊政策。这些优惠政策包
括：加快医疗器械和药品进口注册审批，适
当降低部分医疗器械和药品进口关税，放
宽境外医师执业时间，允许境外资本举办

医疗机构，允许申报开展干细胞临床研究
等。这些政策不仅突破了国家现行的管
理规定，还促进了一系列监管手段的变
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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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省委、省政府的积极推进下，先
行区在推进“国九条”优惠政策落地的同
时，结合先行区运营情况和院士专家意见
建议，努力争取更多的优惠政策，提升先
行先试、创新探索的能力和竞争力。今年

4月，国务院决定在先行区暂停实施《医
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部分条款，授权省
政府审批临床急需医疗器械。

目前，省政府已配套制定先行区临床
急需进口医疗器械管理暂行规定，先行区
已获批进口使用5批次临床急需医疗器
械、4个批次进口药物。博鳌一龄生命养
护中心等7家医院33名境外医师（其中港
澳台医师8名）在先行区注册执业，注册
时间放宽至3年。

如今，园区商业运营初见成效。截至
目前，园区内已有博鳌超级医院、一龄生

命等9家医疗机构已开业或试运营。今
年1月-11月，先行区医疗机构实现营业
收入3.28亿元，同比增长228%；就诊人
数28696人，同比增长68.8%；先行区医
疗机构就业人员已达1778人。其中，博
鳌超级医院引进院士专家团队17个（正
式签约16个）。博鳌一龄生命养护中心
实现医疗服务收入2.14亿元，接待客户
15600人次，其中境外客户543人次。

医疗健康金字招牌也正在形成。从
3月31日开业至今，博鳌超级医院已创造
8项国内首例，即国内首例特许人工角膜

应用；国内首例特许medel人工耳蜗应
用；国内首例特许美敦力蓝牙起搏器临床
应用；国内首例COMBO心脏支架临床
应用；国内首例治疗银屑病特效药苏金单
抗的注射；大陆首针宫颈癌疫苗的注射；
国内首例全程可视暨磁电双定位心脏手
术；国内首例Micra TPS无导线心脏起搏
器（全球体积最小）。在国内医学界和社
会各界中都引起了极大的关注，正在形
成“国内最好的医学专家在乐城、最先
进的医疗器械在乐城、最高端前沿的技
术在乐城”这个金字招牌。

医疗健康金字招牌正在形成

“现在，国外会员规
模在进一步扩大。”近
日，在琼海市博鳌亚洲
论坛国际会议中心，博
鳌一龄生命养护中心董
事长李玮在接待参加
“乌克兰—博鳌中医药
康养之旅”活动的乌克
兰嘉宾后感慨。该中心
2017 年 1 月开业运营
以来，已接待国外会员
495人次。

不仅仅是博鳌一龄
生命养护中心，博鳌超
级医院正式投入运营、
中国内地首针九价宫颈
癌疫苗在博鳌接种、中
国干细胞集团海南博鳌
附属干细胞医院揭幕
……近年来，在省委、省
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和省
直各相关单位的大力支
持下，博鳌乐城国际医
疗旅游先行区（以下简
称先行区）坚持以习总
书记“4·13”重要讲话和
中央 12号文件精神为
指引，紧紧围绕海南自
贸试验区、中国特色自
贸港的建设要求和国际
化医疗技术服务产业聚
集区发展目标，开拓创
新，埋头苦干，不断推动
先行区取得新的成绩。

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年

会后，共接待临床治疗、医
疗器械、生物制药、投
融资等领域企业200余家

今年1-10月，博鳌地区
承办了医疗健康相关方面的
会 议 53 场 ，参 会 人 数 达

23650人次。其中千人以

上 会 议 7 场 ，参 会 人 数

15500人次

截至目前，已办理人才认

定6个（均为高级职称），正

在受理人才认定5个（4个高

级职称，1个中级职称），代办
落户1个

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 本报记者 李幸璜 摄

唱戏需要搭台，发展医疗旅游产业
也需要搭建平台。近年来，“政府搭台，
企业唱戏”的经济发展思路在先行区蔚
然成风。

近日，走进一龄生命养护中心国医
堂，处处浸透着浓浓中国风。数百名乌克
兰游客正在体验中医项目。

游客娜塔莉娅是第一次接触中医药
服务，在体验沉香古方疗法后，身体的不
适感明显消除，这让她对博大精深的中医
药文化有了切身感受。“中医的药材都是
天然制成的，这些跟西医有很大的不同。”
娜塔莉娅说。

本次“乌克兰—博鳌中医药康养之
旅”活动的“搭台者”正是政府——主办方

是原海南省卫计委（现海南省卫生健康委
员会）、琼海市政府、省中医药管理局，协
办方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师资格认
证中心、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中西医
发展基金。

乌克兰文化部代表皮丘卡·奥列格·
斯捷班纲维奇说：“过来时，航班上满满
的都是乌克兰人。他们坐飞机到海南来
进行旅游康养，说明将来到海南来旅游
康养是很有前景的。大家反映，对这次
的康养之旅评价都很高。我看到了两地
在文化、旅游、健康方面的交流有很大的
发展潜力，我相信以后交流合作的领域
会更加宽广。”

此次“乌克兰—博鳌中医药康养之

旅”活动，政府虽然搭好了“台子”，但主角
还是企业。博鳌一龄生命养护中心、博鳌
国际名中医健康医疗中心承办了此次活
动，让乌克兰游客体验了沉香古方疗法、
中医理疗、茶道、香道、插花艺术、书法、太
极禅、雅集表演等传统中医药文化和传统
中华文化，零距离感受了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的独特魅力。

据了解，近年来，琼海市委、市政府积
极开拓国外游客市场，先后两次组团赴莫
斯科、圣彼得堡等城市开展旅游宣传推
介。去年7月5日，琼海市市长符平随海
南省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海南—俄罗斯
旅游推介会”，推介琼海的滨海休闲、中医
养生等优质旅游资源。9月19日-24日，

琼海市医疗旅游促销团首次洲际推介活
动走进俄罗斯，在主要客源地莫斯科和圣
彼得堡市分别举办两场专场推介会。

得益于“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经济
发展思路，琼海健康产业和会展、旅游产
业深度融合，互相带动，互相促进。今年1
月-10月，博鳌地区承办了医疗健康相关
方面的会议53场，参会人数达23650人
次。其中千人以上会议7场，参会人数
15500人次，健康界峰会、中康西普会、全
国儿科大会等具有影响力的医疗健康产
业会议均在此召开。

另外，医疗旅游产品开发和引进医
疗旅游中介公司也取得了新进展。国旅
方面已将先行区医疗旅游产品基本提案

送至总部审核与研究，待审定后即可着
手产品上线的前期宣传与推广。春雨国
际医疗、厚朴方舟、盛诺一家等国内权威
的出国看病服务机构和先行区达成合作
意向。

先行区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
按照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进一步加
大工作力度，力争将先行区打造成为海南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
港的示范项目，打造成为国际医疗健康产
业标杆和医疗旅游度假天堂。

（本报嘉积12月19日电）

博鳌一龄生命养护中心

本报嘉积 12月 19日电（记者丁
平 通讯员刘麦）12月7日，中国首台
全程可视暨磁电双定位心脏手术在海
南博鳌超级医院成功完成，这也是强
生医疗研发的全程三维可视、磁电双
定位电生理手术产品在中国医院的首
次应用。该产品取得欧洲CE认证并
获美国FDA上市批准，于2018年初
在欧美地区推出后，通过博鳌乐城国
际医疗旅游先行区所享有的“国九条”
绿色通道引入中国，为中国心血管病
患者带来了与国际同步的前沿心脏手
术治疗手段。

此次接受手术的患者陈先生（化
名）今年50岁，心悸5个月入院，被诊
断为持续性房颤，须以射频消融治
疗。博鳌超级医院心血管内科临床
医学中心张澍教授团队专家、南京医
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苏省人民医
院）心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杨兵教
授主刀，采用射频消融术为患者解除
病患。

患者家属告诉记者：“在家门口就
能得到先进技术的诊治，在这过去，想
也不敢想啊！”

杨兵说：“强生医疗的这项创新技
术，大幅减少了X射线在导管射频消
融术中的使用，有效减少了术者操作步
骤与时间，不仅优化了手术流程，而且
令手术的稳定性显著改善，可以说为术
者与患者都带来了福音。”

从3月31日开业至今，博鳌超级
医院已创造多项国内首例，即国内首例
特许人工角膜应用；国内首例特许
medel人工耳蜗应用；国内首例特许美
敦力蓝牙起搏器临床应用；国内首例
COMBO心脏支架临床应用；国内首
例治疗银屑病特效药苏金单抗的注射；
大陆首针宫颈癌疫苗的注射；国内首例
全程可视暨磁电双定位心脏手术；国内
首例Micra TPS 无导线心脏起搏器

（全球体积最小）。
博鳌超级医院执行副院长叶菊贞

说，“借‘国九条’的政策东风，博鳌超级
医院成为国际前沿的新器械、新药品进
入中国的前哨。”

这背后的支撑，是博鳌超级医院超
级强大的医疗团队。11月11日，郑树
森院士、王辰院士、张志愿院士、董家鸿
院士、葛均波院士，瞿佳教授、张澍教
授、李青峰教授、项春生教授、邵永孚教
授，以及李兰娟院士团队、孙颖浩院士
团队、韩德民院士团队、宁光院士团队、
李明定教授团队、吴皓教授团队代表和
睦家团队代表等分别与博鳌超级医院
签订合作协议。17个院士专家团队与
博鳌超级医院的协议约定，双方将开展
广泛深入合作，包括专家团队将选派常
驻的优秀人才与非常驻优秀人才入驻
博鳌超级医院。

据介绍，博鳌超级医院采用“1+X”
模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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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团队的进驻，让博鳌超级医院
拥有了最强“国家队”。

王辰院士表示，院士团队入驻博鳌
超级医院，看中的是国家赋予博鳌乐城
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的全国独一无二
的含金量极高的“国九条”政策，同时也
是博鳌超级医院这个包容力极强、创造
性极强的平台。

为了解决院士往返海南不便的难
题，博鳌超级医院成立了互联网医院。
博鳌超级医院互联网医院建成运行后，
将会为患者提供互联网门诊、多学科会
诊、在线处方、移动支付、药物配送等服
务。博鳌超级医院将整合线上、线下资
源，建设集成平台及数据中心，实现信
息互联互通、资源共享、智慧诊疗，让患
者在就医过程中有更多获得感和更高
的满意度。

市民游客在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一龄生命养护中心
参观考察，体验养生项目。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博鳌超级医院。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病人在博鳌超级医院接受治疗。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外国友人在一龄生命养护中心体验健康医疗旅游服务，感受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项目。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博鳌超级医院：

开业至今创造多项国内首例
博鳌一龄生命养护中心：

打造国际医疗合作新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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