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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火热 众多知名企业从观望到谋求合作
“几乎每天要接待三四批国内外
来访企业，其中不少企业，多年来一直
关注着先行区，
《实施方案》的发布，给
了他们足够的信心，迈出寻求合作的
脚步。”9 月 24 日中午 12 时 30 分，在送
走了上午最后一批企业代表后，顾刚
接受了海南日报记者的采访。
9 月 17 日，
《实施方案》发布后的
第二天，海南在北京召开了一场先行
区招商及政策推介会。现场能坐下
400 人，没想到来了近 500 人。一些企
业代表等到很晚，
只为了多问上几句。
9 月 28 日，在上海举办的 2019 博

鳌乐城管理局国际药械对接暨招商推
介会，火爆依旧。
“我们能不能参加？
”
在推介会举行
前，
顾刚接到众多企业要求参会的电话。
原计划邀请 60 家企业，最终抵挡
不住企业的热情，临时增加到了 70 余
家，多数是强生、美敦力、贝朗医疗、蔡
司医疗等国内外知名药械厂商。
有些企业代表没座位，宁愿站在
会场边，全程聚精会神听着先行区的
种种介绍。听到关键内容，企业代表
纷纷举起手机，或拍照或录音，聚焦先
行区未来发展。

更开放 手术审批时间从半年缩至 2 天

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
（以下简称先行区）正在加速升温。
今年 7 月，
为推动园区高质量
发展，加快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
设，
省委、
省政府为先行区等4个园
区制定了
“一园一策”
，
创新体制机
制，下放审批权限。此后，先行区
管理局成立，
进一步激活园区发展
能量。
9 月 16 日，国家四部委联合
印发的《关于支持建设博鳌乐城国
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的实施方案》
（以下简称《实施方案》
）正式发布；
9 月 24 日，
“来了！您稍等我
一下。”先行区管理局局长顾刚还
没接待完上一批企业代表，
下一批
前来咨询的企业代表又来了；
9 月 28 日，
“我能再咨询个问
题吗？”
2019 博鳌乐城管理局国际
药械对接暨招商推介会在上海召
开，结束的时间延后了一个半小
时，
仍有企业代表
“抓”
着主办方不
放……
随着《实施方案》的发布，
这块
中国医疗改革创新试验田，
再次引
起了世界的注目，
聚焦了众多医药
企业、医疗专家以及患者的关注与
期待。
近日，
海南日报记者走进先行
区，感受这里快马加鞭的发展步
伐，
细数《实施方案》带给这里的变
与谋。

·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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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珂

他于 9 月 24 日完成在先行区的多点医
师执业注册，随即提出要开展特许人
工耳蜗的手术应用。本次完成的人工
耳蜗手术，从提出申请到审批仅用了 2
天时间，而此前的审批时长要半年。
除此之外，
依托博鳌公共保税药仓，
先行区内的医院可根据患者临床急需情
况，
引进国际率先上市的创新药物，
使患
者在院内即可获得国际先进的药物治
疗。
“曾经药品使用的审批流程很漫
长，从 27 天到 3 个月不等，而且患者不
可以将药品带离先行区。”博鳌一龄生
命养护中心董事长李玮说，
“有些重症
患者，病情变化快，等待用药的时间可
能会使他们错过最好的治疗机会，而
有一些慢性病患者，不能将药带离，也
会觉得很不方便，同时也增加了经济
负担。
”
《实施方案》对此作出了调整，要
求在患者备案承诺基础上，有条件允
许先行区医疗机构患者带合理自用量
的进口药品离开先行区使用。先行区
按照“少量、自用”原则，制定进口药品
带离先行区使用的管理办法。

——

2013 年 2 月，国务院批准设立先
行区时，赋予先行区 9 条特殊优惠政
策，被称为“国九条”。此次发布的《实
施方案》被视为
“国九条”
的升级版。
更开放、更快速、更便捷，将是先
行区未来给患者呈现的姿态。
“终于等到了！”9 月 29 日，先行区
一家医院手术室外，一位患者的母亲
焦急又欣喜，
“ 孩子 6 个月的时候就被
确诊双耳极重度感音神经性聋，医生
建议手术。我们一直在等最新的耳蜗
产品，本来以为要出国才能用到，没想
到在先行区实现了我们的愿望。”
这例手术的主刀医生是复旦大学
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耳鼻喉科研究院
院长、耳鼻喉科主任李华伟。
这是先行区管理局 9 月 6 日发布
《乐城先行区落实人才发展体制机制
鼓励医生多点执业兼领薪酬医生入
驻》公告，公开邀请耳蜗手术专家医生
来先行区开展手术后，专家自主在先
行区完成的首次特许人工耳蜗应用。
截至目前，先行区已邀请 33 位国
内顶级手术专家使用国内未上市的人
工耳蜗产品，李华伟就是其中之一。

先行区的变与谋

变

《关于支持建设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的实施方案》发布之后

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
先行区这片土地，正在持续
升温。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两件事情的影响下，参观的客户
信心十足，纷纷正式入会，我们的收入
增长了接近 3000 万元。”李玮说，
“我
们很自豪，成为先行区首批入驻企业，
更早享受到政策红利，现在一龄要把
博鳌的养护中心作为集团发展的母
版，用好国家给予的好政策。”
而先行区内专注于辅助生殖技术的
慈铭博鳌国际医院，
最近也格外忙碌。
“我们微信公众号和电话咨询的
流量猛增，增幅是我们始料未及的。”
慈铭博鳌国际医院运营副院长王小欧
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近期针对辅助生
殖的咨询量达到了 160 多人，还有一部
分是来自国外的客户。
“曾经有数据显示，每年我国到国
外寻求辅助生殖的人数在 38 万以上。
我们希望依托先行区这么好的政策，
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新药品和人才，
能 够 将 这 一 人 群 留 在 中 国 、留 在 博
鳌。
”
王小欧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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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端 真实世界临床数据应用研究让多方受益
9 月 28 日在上海举行的 2019 博鳌乐
城管理局国际药械对接暨招商推介会，是
先行区首次对药械商进行的专场推介。
《实施方案》里提出的开展真实世界
临床数据应用研究，意味着先行区内未来
不仅有医疗、医养机构，还会吸引更多的
药械厂商。
海南省药监局局长贾宁在推介会上
表示，在先行区开展真实世界临床数据应
用，等同于临床试验数据，可以作为申请
在中国注册的依据。
真实世界临床数据应用，
是指先行区各
医疗机构使用临床急需进口药品和医疗器
械，
所取得的临床数据通过严格的数据采集
和系统处理、
正确的统计分析以及多维度的
结果评价，
可用于产品注册和监管决策过程。
贾宁介绍，开展真实世界临床数据应
用研究具有很高的“含金量”，有 4 个方面
重要意义。一是能够极大地缩短全球创
新药物进入中国市场的时间；二是可以大

大降低全球领先药物和医疗器械进入中
国市场的成本；三是可以让中国患者更早
更低成本享受全球领先药物和医疗器械；
第四，能够进一步巩固先行区作为全球最
新医疗技术中国门户的地位。
贝朗医疗代表接受采访时介绍，过
去只能将医疗团队、患者带到国外使用
全球先进药械，新的实施方案为全球先
进药械打开了窗口，下一步他们将把先
进的药械带到乐城、把优秀的医疗团队
带到乐城、把患者带到乐城，希望尽快使
进口器械在乐城安家。同时，贝朗医疗
也期待将蛇牌学院落户先行区，为医生
和其他医学专业人士提供高品质的学术
课程和研讨会。
据了解，在上海推介会上达成药械采
购使用意向的机构，将在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期间签订采购合同。11 月 9 日，先行
区管理局将在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举
行专场推介。

更多元 园区提供“一揽子”服务发展医疗旅游
9 月 16 日，
《实施方案》发布会上，有
一组数据值得关注：2019 年上半年，先行
区接待医疗旅游人数约 2.25 万人次，同
比增长 40.6%。
一龄集团 2013 年进入海南市场，将
其全国会员康养与海南的旅游相结合。
“发展至今，我们在博鳌的一龄生命养护
中心医疗旅游实现了满负荷。”李玮告诉
海南日报记者，目前中心每年接待客人上
万人次，全年无淡季，部分乌克兰和俄罗
斯的会员特别青睐中心的中医服务，
“海
南东线的旅游线路，已经成为一龄会员到
海南必玩的线路。”
同时，慈铭集团也在博鳌首次尝试了
医疗旅游项目。
“这种尝试对于集团来说，
是条新的路径，目前市场反馈很好，客户
满意度极高。”
王小欧笑着说，医疗旅游让

慈铭看到了新的市场前景。
对于医疗旅游，先行区已有计划。
“做
一揽子服务的医疗旅游产品。”
顾刚说，园
区内每家企业服务特色都不相同，可以满
足不同客户的需求，
“恒大有医疗和套房、
一龄有中医服务和整形美容、慈铭有辅助
生殖医学和体检……每家企业提供一项特
色服务，我们就可以组合成多元的贴近客
户需求的医疗旅游产品。
”
先行区将以一个
整体发展医疗旅游，预计近期将推出相应
的医疗旅游产品，
至今年底，
先行区内医疗
旅游人数预计突破5万人次。
省卫健委主任韩英伟表示，医疗旅游
产业已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新兴产业之
一，随着《实施方案》不断落地实施，先行
区将成为我国探路医疗旅游发展的样本，
未来发展前景可期。

更综合 产学研一体化实现“三同步”
扫一扫看 H5 产品

详解先行区

更自信 首批入驻企业初尝新政红利
“哪也不去了！就扎根在博鳌了！”
9 月 24 日，
李玮在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
访时，
不由得发出这样一句感慨。
目前，先行区内已有 9 家医疗机构
相继开业或试运营。2018 年，先行区
医疗机构实现营业收入 3.65 亿元，同
比增长 227%；就诊人数 3.2 万人次，同
比增长 69.1%。
博鳌一龄生命养护中心作为首批
入驻园区的企业之一，扎扎实实尝到
了
“甜头”
。
李玮介绍，9 月 16 日，来自全国各
地的 500 名意向会员到博鳌一龄生命
养护中心参观，考虑是否入会，当天恰
巧《实施方案》发布。9 月 18 日，博鳌
一龄生命养护中心充分利用先行区的
政策优势，从美国 GE 公司引进了全球
首款、中国首台装机使用的心血管专
业型 CT 设备等 3 台国际先进医学影
像设备，成立“一龄国际医学影像中
心”
,让国人不出国门就能享受到国际
一流水准的精准医疗服务。

谋

新政发布
企业纷至沓来
新政有哪些亮点
将带来哪些改变
扫一扫看视频

《实施方案》提出，到 2025 年，先行区
医疗技术、装备、药品与国际先进水平“三
同步”
；
到 2030 年，
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国
际医疗旅游目的地和医疗科技创新平台。
韩英伟表示，
《实施方案》的核心政策
之一是以药品和器械引领的先进技术的
落地，而药械政策落地的核心要素即是医
疗团队这个载体。他形象地比喻，
《实施
方案》提供了优良的枪弹，现在先行区正
在寻找最好的射手。
《实施方案》允许公立医院在先行区
将品牌、技术、管理等以特许经营形式提
供给先行区医疗机构使用，这意味着公立

医院也可以利用先行区政策抢占制高
点。现在先行区有多家有条件的医疗平
台，鼓励国家优质研究机构和实验中心在
乐城设立分中心，以大平台吸纳更多优秀
团队，
推动产学研一体化。
“未来，
我们若能引进 3 到 5 家国内顶
级公立医院的特许经营授权过来，建立一
个全世界最好的医学院，提供最好的医护
培训，能有一批研发转化企业，形成一个
医药企业聚集区，加上我们最好的专科医
院，
最好的技术，
就能实现
‘三同步’
。我觉
得这个园区一定会成为海南自贸区、自贸
港建设非常大的一个亮点。
”
韩英伟说。

先行区再出发

更严苛 新增“企业退出机制”严把准入关
《实施方案》专门将“完善医疗旅游综
驻企业提出了退出机制。
合监管体系”
作为单独一项重点任务予以
企业入驻后有没有发布虚假广告、有
强调，
并从完善医疗项目准入和退出机制、
没有超范围经营、有没有欺骗患者、有没
创新综合监管模式、强化责任落实和监管
有擅自把药品带出园区、有没有超过固定
问责、
加强风险评估和跟踪预警等4个方面
开发的期限……这些都是目前先行区新
提出了一系列监管举措，
明确了地方政府、
增的退出机制的参考标准。退出协议和
监管机构、
入驻企业等不同主体相应权责，
违约条款是当前先行区招商管理上的一
为先行区健康发展提供了良好保障。
个亮点。
“按照国家部委的要求，先行区内需
“一开始，很多企业接受不了。但有
要的是国际顶尖、国内一流医疗技术团
效的退出机制是保护先行区发展的必备
队、药械商，还有医疗研发团队、医疗教学 ‘准则’。
”
顾刚说。
团队等。”
顾刚说，目前先行区内甄选入驻
结束采访后的多天里，先行区与媒体
企业十分严格，有一批国内顶级的专家对
建立起的微信群，
“叮咚叮咚”
从未停止过
申请企业进行评分，达不到标准的，无法
消息的更新。新的技术应用、新的合作企
取得
“入场券”。
业、新的项目引入……先行区正以日新月
实际上，在《实施方案》发布前，先行
异的发展脚步，
继续深入探索中国医疗改革
区已经放慢了招商和审批的步伐，对新入
创新的新领域。（本报嘉积 10 月 10 日电）

9 月 24 日 ，在
博鳌一龄生命养护中
心，工程师正安装从美国
GE 公司引进的全球首款、
中国首台装机使用的心血
管专业型 CT 设备。
见习记者 李天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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