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亚中心医院大力提升医疗技术水平，积极推动紧密型医联体建设

医疗服务下沉造福基层百姓
■ 本报记者 符王润 通讯员 徐敬 实习生 邓欣

近日，在海南省第三人民医院保
亭医院干净整洁的病房里，90岁高
龄的黄阿婆在与医护人员交流时，伸
出大拇指连连点赞：“你们的医术和
服务都很好！”黄阿婆在家不慎跌成
重伤，于近日在这里做了人工髋关节
置换术。

“我母亲术后恢复得不错，感谢
医护人员的救治和精心照料。”黄阿
婆的女儿坦言，刚开始一家人打算把
老人送到海口或三亚大医院做手术，
但路程太远担心年迈的老人折腾不
起，于是就近入院，没想到现在省第
三人民医院保亭医院的医疗水平比
往年提高了很多。

黄阿婆在“家门口”就能得到医
治，得益于三亚中心医院（海南省第
三人民医院）对保亭县人民医院的托
管。去年10月31日，三亚中心医院
与保亭县人民政府签约合作建设紧
密型医联体，正式托管保亭县人民医
院。三亚中心医院党委书记、院长陈
仲表示，该院作为琼南首家三甲医
院，在医疗救治、医疗保障、医学人才
培养等方面处于琼南地区领先水平，
希望通过全面托管，为保亭县人民医

院提供全方位的支持，探索建立省内
新型医联体管理模式，通过输出品
牌、管理、技术和优秀的执行团队，帮
助保亭县人民医院加强医疗质量管
理和学科建设，打造专科特色，提升
服务质量，逐步打造形成大三亚急救
圈，为当地老百姓提供更加安全、优
质、高效、便捷的医疗健康服务。

三亚中心医院向保亭派出专家
团队，短期帮扶每周三有5名专家到
场，另外还有临时机动支援力量，涵
盖骨关节外科、急诊科、放射科、消化
内科、神经内科、泌尿外科等多个科
室，开展专家门诊、手术示教、教学查
房等技术帮扶和指导，通过“传、帮、
带”全面提高保亭医疗技术水平，在
当地医院培养出一支“带不走”的医
疗人才队伍。

省第三人民医院保亭医院一份
统计数据表明：今年上半年，该医院
住院人次5829人次，门急诊总人次
111781人次，一系列医疗指标均较
托管前显著增长。其中手术例数
783例，同比增长74%。

医院的很多科室陆续开展了新
技术新项目，很多基础薄弱的科室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医院骨科
为例，从以前医院的“后进”科室，一
举成为优势科室；不仅保亭县患者减
少到海口或三亚就医，许多外县患者
也慕名前来就医。而在2018年 10
月之前，骨科病床经常闲置，科室月
绩效仅为50余元。

“省三院托管我们医院后，我接
触到了很多新的医学理念，直接跟班
学习，受益匪浅，我们有信心以后逐
步独立完成较为复杂的手术。”保亭
县人民医院年轻医生邱茂松说。

除此之外，三亚中心医院还牵手
三亚8家基层卫生院，结成紧密型医
联体。紧密型医联体的建设，能大大
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更好地满足
广大群众对医疗服务的需求，可以提
高基层医疗机构的诊疗水平。

陈仲表示，在紧密型医联体中，
三亚中心医院继续发挥好三级甲等
医院的社会职能，充分发挥医疗资源
最大效能和专业技术优势，采取技术
帮扶、人才培养、双向转诊、远程会
诊、分级诊疗等方式，全面提升并改
善基层医疗机构现状，为基层百姓提
供高水平、高质量的医疗健康服务，

实现“小病在基层、大病到医院、康复
回基层”。

开展紧密型医联体工作，只是
三亚中心医院在推进医疗体制改
革方面的其中一项开拓实践。陈
仲介绍，为了推进医改任务的实
施，医院特地抽调相关部门的精兵
强将，充实医改办公室力量，力争
实现“四统一”（即统一人员调配、
统一业务管理、统一财务管理、统
一绩效考核）。同时，医院已经正
式出台《三亚中心医院紧密型医联
体暨医保总额预付实施方案》。医
院领导班子还对医联体单位实行
垂直分片管理，大力推进三亚紧密
型医联体暨医保总额预付工作。

陈仲表示，医院努力达到台账
资料齐全、制度健全、业务统一、药
品耗材统一、检验统一、家庭医生
签约落实且资料齐全、病房业务扩
张，双向转诊落实、手术预约、专家
长期坐诊等。努力做到三提升（基
层医疗服务质量、服务能力、群众
满意度）和三下降（住院患者自费
比例、门诊次均费用、群众就医间
接成本）。

排队、挂号、缴费、取检验及影像
报告是许多患者的烦心事。如今，在
三亚中心医院，患者只需通过下载海
南智慧医院APP，关注医院的微信公
众号、健康三亚微信公众号等多种线
上途径，在手机上就可以轻松实现多
项自助服务功能。医院通过连接海
南智慧医院平台、开通微信公众号功
能等一系列信息化新举措，优化就诊
流程，缩短就医等候时间，为患者提
供更加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提升
患者就医体验。

“以前每次来到三亚看病，都要
很早就起床，赶最早的班车，到医院
的时候已经排起了长队，一等就是一
上午，有时候看完病已经没有返程的
车，要在三亚过一个晚上，耗费了很

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自乐东黎族自
治县的患者陈先生表示，现在来三亚
中心医院就诊，在手机上就可以提前
挂号预约，不用再来那么早排队，方
便了许多。

据了解，除通过海南智慧医院
APP、健康三亚微信公众号、医院微
信公众号、自助挂号机等渠道实现预
约挂号外，三亚中心医院患者还可在
手机端通过扫描二维码支付检验、检
查、处方、门诊和住院治疗费用，查阅
检查检验结果等功能。

近年来，三亚中心医院不断推进
“互联网+医疗健康”，优化门诊就医
模式，缓解门诊拥挤问题，为患者提
供多样化、个性化的就医服务，提升
了患者满意度。同时，医院的远程会

诊中心还可将检查和报告结果通过
互联网实时传输、共享分析及远程调
取，推动双向转诊的实现，为患者提
供优质的远程医疗服务，让人民群众
在家门口也能享受国内知名专家的
优质服务。

“未来，医院还将继续加大医院
信息化建设的投入，积极推进‘智慧
医院’建设，努力为患者营造良好、便
捷的‘互联网+医疗’就医环境，使患
者挂号就诊少排队、不等候，住院不
求人。”陈仲说。

医院的质量是立院之本，是医院
生存的基石。三亚中心医院严把医
疗质量关，加强管理。为此，医院院
长与妇产科、老年医学科、儿科、骨科
等临床科室负责人签订了《目标管理

责任书》，涵盖医疗护理质量与安全
管理、科室日常管理、科教研工作、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党风廉政建
设等方面内容，为医院的发展提供了
强有力的保障。

先进管理工具的运用能够帮助
医院更好地实现科学化管理。三亚
中心医院大胆探索，在医院推行当前
先进的PDCA管理工具的运用，让
PDCA持续改进的理念和方法在医
院质量管理的每个领域和环节发挥
作用。通过外请专家、内邀能手、集
中学习、辅导交流、实地指导等方式，
帮助全院各科室、各部门运用PDCA
管理工具抓管理、抓质量，促使医院
由原来的经验式管理逐渐向科学化
管理不断转变。

2018年9月中旬，一名正在夜班
执勤的三亚民警突然出现意识模糊，
心脏骤停。值班同事立即对他实施
心肺复苏，并紧急驱车送往三亚中心
医院，医院胸痛中心立即开通救治

“绿色通道”，将患者成功救治。
胸痛中心作为国际国内高度关

注的急救医疗模式，能让胸痛患者
（主要包括急性心肌梗死、主动脉夹
层、肺动脉栓塞等）在第一时间得到
最及时和规范的诊断治疗，从而大大
降低胸痛患者的死亡率。为了让来
海南南部患胸痛的居民和游客得到
及时治疗，2017年底，海南省第三人
民医院（三亚中心医院）胸痛中心正
式成立。

值得一提的是，三亚中心医院还
率先在琼南地方医院中建立“胸痛中

心手机急救微信群”，将11家协作医
院纳入急救网，医院心血管内科、急
诊科、心电图室、介入室等相关科室
的专家常驻微信群，24小时为基层
医院和社区的医生提供咨询和会诊
服务，并通过基层医院上传的心电图
波形，实时为胸痛患者提供诊断支
持。在患者到达医院之前，协作医院
就已经将胸痛患者的心电图、化验单
等上传至微信群，胸痛中心医生快速
诊断鉴别并做好手术准备，实现了

“患者未到，信息先到”。
2018年，第四批中国胸痛中心及

基层胸痛中心通过认证的单位出炉。
其中，海南省第三人民医院（三亚中心
医院）作为琼南地区唯一一家地方医院
榜上有名，成功通过中国胸痛中心认
证，标志着该院对急性胸痛患者的综合

救治能力达到国家级标准和水平。
在三亚中心医院，还有很多像胸

痛中心团队这样的医疗尖兵队伍，用
他们精湛的医术，为患者打赢一场场
与病魔的“战斗”。

近年来，三亚中心医院大力加强
重点专科建设。在这个过程中，逐步
建立起完整的人才梯队。“我们非常重
视对每一位医生的培养。”陈仲介绍，
医院对每位医生每个阶段的培养都十
分关注。对于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医
生，医院设置了完善的岗前培训，开展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让年轻医生们
定期轮岗轮科，跟随老医生学习，有更
多锻炼的机会。对于成长中的中级以
上的医生，医院也定期将他们送出省
外，到国内知名医院如浙江大学医学
院附属第二医院、解放军总医院等学

习交流。而副高以上的医生，则鼓励
他们到国外交流，开拓视野，并充分发
挥他们“传帮带”的作用。

如今的省三院，已经能够开展主
动脉夹层的支架植入和全弓置换术、
不开胸微创切除肺癌手术及食道癌
手术、复杂的心脏支架植入术、先天
心介入治疗丶射频消融治疗房颤、微
创治疗颈椎和腰椎间盘突出、双膝关
节置换术、脑动脉夹狭支架植入治
疗、胃肠肿瘤内镜治疗等，这些技术
在我省南部乃至全省都占领先地位。

陈仲介绍，随着医院人才阶梯队
伍的形成，医院也不断加大神经外
科、消化内科、放射科、新生儿科等
重点专科的建设，树立海南南部三
甲医院标杆，为当地百姓当好健康
的护航者。（本报三亚8月1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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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开展紧密型医
联体工作，为保亭黎族
苗族自治县人民医院培
养一支“带不走”的专家
团队；以自身努力提升
改善三亚市基层医疗机
构现状，为百姓提供高
水平、高质量的医疗健
康服务；不断推进“互联
网+医疗健康”，优化门
诊就医模式，为患者提
供多样化、个性化的就
医服务，提升患者满意
度；不断加大神经外科、
消化内科、放射科、新生
儿科等重点专科的建
设，为百姓当好健康的
护航者……近两年来，
三亚中心医院（海南省
第三人民医院）不但练
好内功，努力提升自身
的医疗技术水平，同时
勇于担当，将推动医疗
体制改革为己任，让优
质医疗服务下沉，造福
更多的基层百姓。

作为琼南地区首家
三甲医院，三亚中心医
院在 53年的风风雨雨
中，经历了两度迁址、体
制和名称几度变更，但
坚持为人民服务、为患
者健康保驾护航，是医
院全体员工半个世纪来
不忘的初心和牢记的使
命。

推进医改的创新者 | 让基层群众看病不再难

三亚中心医院医生在给患者检查。
（本版图片均由三亚中心医院提供）

三亚中心医院医生在查房。

医院沿革简要
1962年5月

黑龙江省八五0农场医院

1962年 10月
广东省海南行政公署农垦局

第三医院

1969年4月
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

第三师医院

1974年8月
广东省海南农垦三亚医院

1979年5月
广东省通什农垦第一医院

1988年5月
海南省农垦三亚医院

2017年 1月
海南省第三人民医院

2019年3月
三亚中心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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