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林书喜
特约记者 林朱辉

11月7日，在昌江黎族自治县海
尾镇海尾社区麒麟菜种植基地，工人
们正忙着采摘麒麟菜，豆大的汗珠不
时从他们脸上滑落。

据介绍，麒麟菜投资较少、生长
周期较短，具有见效快、效益好、市场
前景广阔等优点，是制作“琼胶”的原
料。

此外，在食用方面，麒麟菜可用
于制作糖果点心和清凉食品，又可作
罐头食品的凝固剂；在纺织工业上，
麒麟菜可做糊料，也可做建筑工业和
防水布的涂料；在酿造酒精方面，麒
麟菜是很好的澄清剂；在印模制造上
可作为稳定剂，还可以用作医药和农

药的原料。
近年来，海尾镇精心谋划产业扶

贫，充分利用自身资源优势，大力培
育发展特色产业和主导产业，引导海
尾社区等区域利用近海资源，发动群
众种植麒麟菜，让贫困户在家门口务
工，帮助群众拓宽增收渠道，助力脱
贫攻坚工作。

“近年来，海尾社区把麒麟菜作
为农民增收的主导产业和‘一村一
品’产业来抓，建立了麒麟菜种植基
地。”海尾社区居委会委员陈清贵告
诉海南日报记者。

陈清贵介绍，刚开始种植麒麟菜
时，该社区只有几户农户参与，现在发
展到了200多户，目前种植面积达
2000多亩，每亩产量1500公斤，收入
约3.2万元。（本报石碌11月7日电）

截至11月2日

发电量突破80亿千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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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昌江核电厂今年发电量
突破80亿千瓦时

本报石碌11月 7日电 （记者林书喜 通讯
员李宜君 刘玄）11月2日凌晨1时52分，海南
昌江核电厂今年发电量突破80亿千瓦时。据
悉，这是该厂自投入商业运行以来，当年发电量
首次突破 80 亿千瓦时。其中，该厂 2016 年、
2017年，2018年发电量分别为60.11亿、74.58
亿和77.16亿千瓦时。

海南昌江核电厂位于昌江黎族自治县海尾
镇，是目前我国最南部的核电厂，由中国核电、
华能核电、华能国际共同出资建设及运营管理。

海南昌江核电厂1号机组于2010年4月25
日动工，同年11月21日，2号机组开工建设。首
台机组于2015 年 12月 25日投入商业运行，2
号机组于2016年 8月 12日投入商业运行。至
此，总投资约249亿元的海南核电一期工程两
台机组全面建成投运，海南电源性缺电问题得
以从根本上解决，能源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
清洁能源占比大幅提高，经济社会发展有了强
劲的能源保障。

海南核电一期项目自投产以来，始终保持良
好的运行纪录，目前正满功率安全稳定运行，为
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提供着源源不断的清洁
动力。

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南核电有限公司了解到，
今年7月18日，位于海南昌江核电厂的中国多功
能模块化小型堆“玲龙一号”示范工程和海南核电
基地拦污及消浪项目开工。核电二期项目前期工
作也正顺利推进，这将进一步拓宽昌江的清洁能
源产业链，在为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提供了强大“引
擎”的同时，助推昌江经济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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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江启动非法采砂
专项整治行动
捣毁采砂点1个 没收河砂2099立方米

本报石碌11月7日电（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
者林朱辉 通讯员 陈家漠）近日，昌江黎族自治县
扫黑除恶领导小组启动为期3个月的河道非法采
砂专项整治行动，继续保持打击非法采砂的高压
态势。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该县相关
部门共开展整治行动55次，出动人员385人次，
暂扣非法运输车辆8辆，捣毁采砂点1个，没收河
砂2099立方米；立案18宗，拘留3人，结案3宗，
处罚金额2.25万元。

据介绍，自昌江近年集中开展河道非法采砂
专项整治行动以来，该县积极贯彻落实《昌江黎族
自治县推行河长制工作方案》，加强日常巡查，同
时充分利用“12345”平台，上下联动，形成合力，
齐抓共管，做到了及早发现、及早制止、及早打击。

昌江1月至10月
新增市场主体1972户
新增注册资本28.94亿元

本报石碌11月7日讯（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
者林朱辉 通讯员符长雨 王学武）11月7日，海
南日报记者从昌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获悉，今年
1月至10月，昌江新增市场主体1972户，新增注
册资本28.94亿元。

今年以来，昌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围绕重点
行业开展专项整治工作，严厉查处违法行为，进一
步优化了营商环境，使果蔬批发、废品收购和摩托
车、电动车销售等行业市场主体明显增长。

据统计，在此期间，摩托车销售行业从34家
增加到63家，果蔬批发行业从39家增加到65
家，电动车销售行业从45家增加到65家，废品回
收行业从26家增加到71家，市场经营秩序趋于
良好。

昌江实现全部行政村
“村村通客车”

本报石碌11月7日电（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
者林朱辉 通讯员徐健 陈继泽）11月7日，海南
日报记者从昌江黎族自治县交通运输局获悉，近
日，该县在王下乡大炎、钱铁、洪水等3个行政村
采用微型面包车接驳方式，解决了客车通行难题，
标志着该县实现全部行政村“村村通客车”。

据悉，由于王下乡大炎、钱铁、洪水等3个行
政村地处偏远，山路崎岖，普通的客车无法通行，
导致这3个行政村一直无法通行客车，村民想要
前往其他地方，需要自己骑摩托车、电动车，或者
请亲友帮忙把自己送到客车上落点。如果赶上雨
天，出行更加不便，也不安全。

据了解，针对王下乡未通客车行政村地理位
置偏远、人口稀少、客流量小、道路难行等问题，昌
江交通运输部门决定突破传统“定点、定班、定线”
的单一客运班线运营模式，优化客运方式，采用接
驳方式，在大炎、钱铁、洪水等3个行政村之间投
放微型面包车作为接驳公交，最大限度满足群众
出行需求。新采用的微型面包公交由当地一家公
交公司负责营运，具有适应当地地形路况、票价较
低、安全等优点。

本报石碌11月7日电（记者林
书喜 特约记者林朱辉 通讯员李德
亁）日前，2019海南沙滩运动嘉年华
城市站昌江分会场启动仪式在棋子
湾举行。奥运冠军陶璐娜、何可欣
参与火炬传递，和现场 500 多名市
民游客共同揭开昌江分会场的精彩
序幕。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昌江棋子
湾是海南十大最美海湾之一，开展沙
滩运动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此次昌
江分会场活动包括排球趣味赛、沙滩
足球趣味赛、海上滚筒体验、桨板运动
体验、皮划艇体验、沙滩露营大会和沙
滩音乐派对活动等，融合了休闲时尚
和体育比赛元素，让游客充分享受到
了沙滩运动带来的乐趣。

昌江黎族自治县人民医院和昌
江黎族自治县中西医结合医院两家
县级医院门诊量27.23万人次，同比
增长5.70%；住院16326人次，同比增
长6.27%；微创腔镜手术实施台数同
比增长54.47%，三四级手术实施台数
同比增长51.70%；两家县级医院病床
使用率增至90%以上，外转病人有明
显下降，医疗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12.98%……这是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昌江医疗集团自2018年11月6日成
立后，一年来交出的亮眼成绩单。

海南日报记者11月7日从昌江
县卫健委了解到，在武汉大学人民医
院的帮扶下，昌江黎族自治县的医疗
卫生事业取得了突破性发展，正向

“健康昌江”目标迈进。

跨省合作
打造紧密型医共体

推动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是昌江
县委、县政府十分重视的民生工程和
改革事项，更是切实解决当地群众看
病难、看病贵的治本之策。

2018年8月21日，昌江县政府
与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签订为期5年
的医疗帮扶协议。协议明确，双方将
整合该县县域内各医疗机构，组建紧
密型医疗集团。同年11月6日，武
汉大学人民医院昌江医疗集团正式
揭牌成立，县域综合医改工作迈出了
实质性一步。

开弓没有回头箭。要改就要改得
彻底，改出成效。今年10月8日，昌江
黎族自治县决定将昌江所有医疗资源
（含两家县级医院、11家乡镇卫生院和
2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全面整
合，医疗集团对行政、人员、资金、业
务、绩效、药械实施“六统一”管理。

昌江县委书记黄金城表示，成立
县级医疗集团，是为破解昌江医疗服
务水平不高、人才匮乏等现实难题开出
的良方。未来5年昌江将至少建成一
所省级水平医院、2个省级重点临床或
医技专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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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让群众“小病不出村、常见
病不出乡镇、大病基本不出县”。

立足需求
选派业务骨干驻点帮扶

该帮扶项目启动后，自今年1月
起，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先后选派一批
该院科室负责人及业务骨干进驻昌江
医疗集团，其中常驻管理团队4人、临
床专家26人。临床专家分别来自泌
尿外科、胸外科、妇产科、儿科、急诊重
症医学科、心血管内科等11个科室。

在帮扶之前，昌江两家县级医院
无法进行妇科腹腔镜、宫腔镜微创手
术。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妇产科专家梁
华在派驻昌江半年的时间里，就带领
两家县级医院的妇产科开展了妇科腹
腔镜、宫腔镜微创手术，做了70余台
次手术。今年7月，派驻专家杨文武接
手后，仅3个月时间就做了80台手术。

“经过一年的帮扶，昌江县人民医
院几乎能够完成所有的妇科宫腔镜和
腹腔镜四级手术；昌江县中西医结合
医院已能独立完成宫腔镜检查和腹腔
镜下宫外孕手术，可逐步实现独立完
成妇科常见多发疾病的微创手术治疗
了。”杨文武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此外，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派驻
专家的帮扶下，昌江两家县级医院泌
尿外科、心血管内科、麻醉科等都能
够开展新技术项目，医疗技术水平显
著提升。

今年8月，昌江县人民医院在全
省二级医院医疗质量联合督导综合评
价中，排名由2018年全省第10名提
升到2019年全省第2名。

妙手仁心
填补昌江医疗技术空白

今年3月，90岁的文阿公在昌江

县中西医结合医院做了经尿道前列
腺等离子电切术后，困扰他多年的前
列腺疾病得到了根治。出院当天，文
阿公对医生连声道谢。

“放在以前，我们是不敢给这么
高龄的老人动手术的，”昌江县中西
医结合医院医生蔡松波说，“医疗设
备和技术都不具备。”

据蔡松波回忆，在武汉大学人民
医院专家团队入驻前，原先昌江本地
医院的医疗水平和条件有限，只能进
行膀胱造瘘等开刀手术，要在患者腹
部打开15公分左右的创口进行手
术，患者出血量较大，疼痛感明显，且
后遗症较多。

“新采用的微创手术不需开手
术创口，即可成功治愈患者。能显
著减轻患者疼痛感，出血量较少的
优势也让手术风险大大降低，术后
恢复也更快更好。”派驻专家陈志远
教授介绍说。

高难度手术成功的实施，填补了
昌江泌尿科治疗的空白，促使当地不
少前往海口、广州等大医院治病的患
者回流。

昌江县卫健委主任郭振彪表示，
此前该县两家医院病床使用率最高
仅 80%，现在都保持在 95%以上，

“这个数据充分说明了县域内医院的
医疗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不光是医疗技术，派驻专家的管
理理念和服务态度等方面也让昌江
当地的医护人员敬佩不已。

昌江县中西医结合医院妇产科
主任文常英对此深有体会。她告
诉海南日报记者，梁华不仅医术高
超，而且对病人的态度也很好，为
了指导病人，她建了一个微信群，
把病人拉进群里，经常在群里指导
病人如何做好手术后续治疗和康
复问题。

（本报石碌11月7日电）

■ 本报记者 林书喜
特约记者 林朱辉

11月6日上午，昌江黎族自治县
人民医院内人头攒动，由武汉大学人
民医院昌江医疗集团（下称“昌江医
疗集团”）组织的大型义诊活动在这
里举行。“你这属于慢病（即慢性疾
病），需要做进一步检查。”在用裂隙
灯显微镜给患者钟振媚进行眼底筛
查后，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眼科中心副
主任、医学博士肖璇说。

据介绍，通过检查眼底，能够直

接评估全身血液循环的健康状况，提
早发现全身性慢病，如高血压、高血
脂、糖尿病、自身免疫性疾病甚至阿
尔茨海默病等。通过早期介入管理
慢病患者，拍摄慢病患者的眼底彩
照，能够客观记录、定期随访，有助于
慢性病的诊断、做到早发现、早控制、
早治疗。

昌江老龄化人口多，慢病人群
多。过去，由于昌江存在相关医疗卫
生服务人员和机构不足等问题，许多
慢性患者由轻微的慢病演变成重病
大病，需花费巨额费用，且受交通不

便等多种因素制约，患者得不到及时
有效的治疗，导致患者及其家庭因病
致贫。

改变发生在去年。2018年 11
月6日，昌江医疗集团揭牌成立后，
把满足人民群众对医疗卫生服务的
需求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着力构
建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全
面提升县域综合医疗服务能力，积极
推进县乡医疗机构一体化改革，通过
专家团队驻点帮扶，带技术、带队伍、
带理念，构建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模
式，实施优质资源整合共享。

目前，昌江医疗集团正在启动实
施远程医疗信息化建设，建设“昌江
眼底远程社区筛查网络系统”和组建

“眼病慢病管理办公室”是其中的重
要内容，该系统和办公室预计今年12
月底可建成投入使用。据悉，昌江医
疗集团正抓紧购置目前国际上先进
的人工智能诊断医疗设备，同时通过
培训，让当地医护人员能熟练使用这
些医疗设备，对患者快速做出诊断。
如果医护人员对所诊断的病情没有
把握，还可通过远程社区筛查网络系
统，直接跟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专家连

线，进行远程会诊。
如此一来，像钟振媚这样的昌江

当地慢病患者再也不用经历舟车劳
顿，去大医院治疗，在家门口也能享
受到国内医疗专家的诊治，不但节省
了时间，也节省了费用。

此外，昌江医疗集团于成立一周
年之际，启动县域慢病管理惠民项
目，后期还将陆续开展眼底筛查慢病
管理项目、眼科远程专家门诊项目等
等，通过信息化手段，使患者就医更
加方便、快捷，提高群众综合满意
度。 （本报石碌11月7日电）

昌江借助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技术力量，全力打造医疗集团，一年来成效显著

跨省医共体让县域医疗“鸟枪换炮”
■ 本报记者 林书喜 特约记者 林朱辉 通讯员 杨耀科

昌江聚焦·医疗健康

昌江医疗集团加快建设眼底远程社区筛查网络系统

检查慢病扫眼底 远程问诊早管理

微创腔镜手术实施台数

同比增长54.47%
三四级手术实施台数同比增长

51.70% 制图/张昕

昌江黎族自治县人民医院
昌江黎族自治县中西医结合医院

两家县级医院门诊量

27.23万人次
同比增长5.70%

住院16326人次

同比增长6.27%
两家县级医院病床使用率增至90%以上

外转病人有明显下降

医疗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12.98%

海南沙滩运动嘉年华走进昌江
奥运冠军陶璐娜、何可欣参与火炬传递

昌江海尾发展麒麟菜产业促脱贫
每亩产量1500公斤，收入约3.2万元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昌江医疗集团医生在昌江黎族自治县中西医结合医院组织开展首例输尿管结石腹腔镜手术。 （图片由昌江医疗集团提供）

图为奥运冠军何可欣在启动仪式上传递火炬。本报记者 林书喜 通讯员 陈家漠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