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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医一附院紧抓机遇求新求变,不断改进医疗服务水平、提升科研能力

聚力打造琼岛医疗健康高地
■ 柳莺 通讯员 赖运岛 付伟华 何和智

国家辅助生殖与优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海南分中心在海医一附医揭牌成立

深耕生殖医学领域
助力健康海南建设

8 月 12 日上午，海医一附院门急诊
大楼内，患者虽多，却井然有序，以往大
排长龙等待挂号、缴费的场面已不复存
在。“现在看病比以前便捷多了，直接在
微信上预约挂号，然后按照时间点过来
就可以了！缴费也可以自助完成，省事
多了！”前来看病的海口市民周艳芳绕开
挂号窗口直接上楼就诊，到诊室门口时，
正好轮到自己，她不禁为医院一系列便
民措施点赞。

建院46年来，“一切为了病人、为了一
切病人、为了病人一切”始终是海医一附院
的服务宗旨，提升患者就医体验，解决群众
就医烦心事，改善医疗服务也一直作为该
院的头等大事。

2014年，海医一附院在全省率先推出
“微导诊”服务，患者只需用手机“扫一扫”

医院的微信公众号，便可获得医院科室楼
层分布、门急诊就医流程、医疗报销流程、
出入院流程等多类信息。

几年来，海医一附院对“互联网+医疗
健康”的探索从未止步——

利用微信公众号、全省统一的智慧医
院移动服务平台和海南智慧医院手机
APP，大力推广网上预约挂号服务，全面实
施预约诊疗和分时预约诊疗；通过“海医一
附院线上信息平台”，改造就医流程，开通
微信挂号、在线咨询、远程会诊、远程复诊
等功能；完善电子检查申请单及电子收费
项目的建设……

一系列便民举措大大缩短了排队缴费
时间，受到欢迎。

不仅如此，为了让患者放心看病，医院
极力改善门诊患者就医环境，通过严格执

行“一室一医一患”诊查制度，在门诊诊
室、治疗室设置私密性保护设施，保护患
者隐私。

“医院对患者的服务真是好到没话
说！你看，还引进了共享雨伞和共享轮椅，
方便我们使用！”周艳芳指着海医一附院
门诊大厅门口的共享雨伞架，笑着说。

多年的不懈努力，让海医一附院在改
善医疗服务方面获得不少荣誉。在“2018
全国改善医疗服务优秀典型”评选活动中，
该院荣获“2018年度全国改善医疗服务学
习型医院”称号；在2018年度进一步改善
医疗服务行动计划第四届全国医院擂台赛
中，儿童舒适通道-与爱童行荣获中南赛区
全面提升患者满意度主题一等奖、中南赛
区总决赛铜奖及“全国十佳案例”……种
种殊荣，不断鼓励着一附院人砥砺前行。

今年5月，海南省自然科学奖揭晓，由
海医一附院主任医师李其富领衔的团队完
成的项目“儿童癫痫发病机制的多模态磁
共振成像研究”成果荣获海南省自然科学
奖一等奖，为2018年度全省唯一获评该奖
项的科研成果。2011年以来，该院获批的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数，已连续8年为
全省医疗机构之最。

“我院一直坚持临床与科研并举，以科
研带动临床，用创新性成果来解决高危疑
难病症的诊治问题，在自主创新中不断催
生高层次人才和高水平成果，推动临床诊
疗水平持续提高，造福海南百姓。”海医一
附院党委书记蔡毅说。

作为海南医学院最早期的临床教学医
院，几十年间，海医一附院一直坚持科教兴
院。2018年初，以院内各相关科室为主力
的临床医学博士授权点申报工作收获佳
讯，获批为教育部新增博士学位授权点加
强建设学科。经过近一年的建设，今年1
月，该院临床医学正式获批为教育部新增
博士学位授权点。

除此之外，海医一附院在医学研究中
心、实验室、院士工作站的建设方面成果喜
人。2018年，该院获批设立“中—缅区域

性重大疾病防治联合研究中心”、海南省地
方病（地中海贫血）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付
小兵院士领衔的海南省创伤院士工作站；
今年5月，急救与创伤研究实验室获批立
项建设，纳入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序列管理；
7月，该院携手国家辅助生殖与优生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共同成立国家辅助生殖与优
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海南分中心；8月，又
与博鳌恒大国际医院签订医联体合作协
议，共建研究型医院，合作开展临床药物试
验研究。科研步伐不断加快。

“对于一家教学医院来讲，科研工作的
意义非常重大。以临床为基础的科研工作
是医院发展和学科建设必不可少的内容。”
海医一附院全科医学科主任顾申红，同时也
是海南医学院的一名教授，在她看来，海医
一附院的科研水平虽然在海南省名列前茅，
但是在全国来讲，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近年来，顾申红带领全科专业基地团
队，积极开展全科住院医师培养模式改革
和深化基地管理。她率先在海南组织了

“全科医师之家”活动，让所有的全科规培
学员每月都聚在一起培训和交流。“这样做
一方面是为了让学员们顺利通过执业医师
资格证考试，从而走向从医之路；另一方面

是为了巩固学员的临床技能，让他们能更
好地为患者诊疗。”顾申红说。

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的一附院人，通过
自身的努力成就了医疗学术品牌。去年以
来，海医一附院成功举办了“2018急危重
症医学全国博士后高峰论坛”、中国工程院
2018年医学前沿论坛暨“遗传与健康——
造福人类”院士论坛、2018南海神经外科
高峰论坛、首届南海国际临床药学论坛和
首届南海国际护理论坛等20余场院士论
坛和大型学术会议，有力地推动了医院至
全省医疗行业学术交流和科研工作。

学科建设是医院发展的龙头，人才则
是学科建设的核心要素。2018年以来，海
医一附院积极贯彻落实“百万人才进海南
行动计划”，大力推动人才招引和人才队伍
建设，通过网络、赴重点院校、招聘会等多
种形式积极引进高端人才。仅2018年就
招引科室各岗位需要人才118人，其中，引
进博士5人、正副高专家5人，招聘硕士28
人。另外，医院全年组织开展全院性学术
活动132场次，累计派出参加各级学术会
议及短期培训学习班1709人次，国内进修
41人，出国进修学习4人，为人才培养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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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信息化、人性
化服务，加强人才队伍
建设，推动医联体建设
……近年来，在海南医
学院党委的领导和省卫
生健康委的指导下，海
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以下简称海医一附院）
紧紧围绕海南四大战略
定位，借全面深化改革
开放东风，紧抓机遇，求
新求变，扎实推动医院
各项事业向高质量发展
方向稳步迈进。

经过全院职工多年
来的不懈努力，如今海
医一附院已经由最初的
一家专科学校门诊部，
发展成为一所集医疗、
教学、科研、预防、保健、
急救于一体的三级甲等
综合医院，呈现出医改
稳步推进、学科成果丰
硕、服务管理优化的良
好局面。数据显示，
2018 年海医一附院医
疗业务指标稳定增长，
医院开放床位1455张，
全年门急诊就诊量达到
134.21 万人次，同比增
长4.68%。

聚焦让百姓享受优质医疗服务A

力促科研工作再上新台阶B

7月19至21日，海口启动“百名医学
专家精准健康扶贫行（海南站）”活动，海医
一附院普通外科、耳鼻喉头颈外科联合多
位国内知名甲状腺外科专家、眩晕专家，开
展义诊、专题讲座及手术指导活动。据了
解，为期两天的联合义诊活动广受好评，共
计接待400余名患者及家属。

“这次参加义诊活动的都是国家级专
家，在不出岛的情况下，我们海南的患者很
难有机会享受到这种医疗服务。”海医一附
院副院长高炳玉介绍。

“作为公立医院，我们的医生和专家，

有责任和义务多下基层开展义诊活动。义
诊的过程不仅帮助病患解决病情，还加深
了医患之间的联系，同时也反映了每个地
方疾病发生的情况，对我们医生了解疾病
分布情况有着极大作用。”高炳玉说。

据悉，海医一附院每年都会举办大量义
诊和健康宣教活动。数据显示，仅今年以来，
该院累计开展各类义诊活动就达到30余场，
地点覆盖基层医院、社区、乡村、部队等地，活
动为期1-6天不等，6000余群众受益。

为了让更多基层群众享受到优质的医
疗资源，近年来，海医一附院持续开展医联

体帮扶。今年7月，海医一附院与省工人疗
养院签订合作协议，共同打造康复疗养院，
并纳入医院医联体管理。截至目前，该院医
联体成员单位已扩展至70余家。2018年，
该院对基层社区、乡镇卫生院等成员单位累
计派出58名专家，接诊患者14281人次。

“我们一直致力于服务海南人民的健
康。”海医一附院院长李丽说，“我们将着力
打造高水平的区域性医疗中心，为海南自
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
设，以及健康中国、健康海南建设贡献力
量。” （本报海口8月18日讯）

积极履行公立医院职责C

本报海口 8月 18日讯 （柳
莺 通讯员赖运岛 付伟华 何和
智）7月25日上午，国家辅助生殖
与优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海南分
中心在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揭牌成立。该分中心由国家辅助
生殖与优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
海医一附院合作共建，建成后将有
利于我省辅助生殖和优生新技术
的研究、卫生行业标准制定及推广
应用，推动海南辅助生殖和优生事
业的持续发展，助力健康海南建
设。本次合作也是落实农工党中
央高端人才组团支持我省自由贸
易试验区建设的举措之一。

一直以来，热带生殖医学作
为国家级重点专科，海医一附院
非常重视该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此次与国家辅助生殖与优生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联手共建海南分中
心彰显了海医一附院热带生殖医
学学科实力。

“这其实是一个资源共享的
过程，在生殖医学学科建设中，我
们需要更多的技术支撑，而他们
有更多的科研资源，同时，海南特

有的遗传基因资源，对他们来说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研究方向。”
在海南医学院附属医院生殖医学
中心副主任卢伟英看来，此次合
作将是海医一附院深耕生殖医学
领域又一个起点。

据了解，海医一附院早在
1995年就成立了海南省生殖医
学中心，是国家首批开展人类辅
助生殖技术的医疗机构，中心在
不孕不育的治疗、遗传病（地中海
贫血）的筛查及产前诊断方面均
居全省领先及国内先进水平。
2018年11月复旦版中国医院排
名（2017年度）揭晓，在七大区域
专科声誉排行榜中，该院生殖医
学居于华南区第二名。

海医一附院院长李丽表示，
国家辅助生殖与优生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海南分中心成立后，海医
一附院将致力于生殖与遗传学科
建设，生殖与遗传领域的诊疗水
平的提高以及具有临床医学和基
础研究的复合型人才的培养，为
健康中国建设和海南自贸区、自
贸港建设作出应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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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医一附院医生为患
者进行微创手术。

海医一附院医生例行查房时与患者交流病情。

海医一附院开展义诊活动。
本版图片均由海医一附院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