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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年春节之际，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
汹，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打响。

疫情就是命令。面对严峻复杂的疫情
防控形势，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
（以下简称乐城先行区）管理局主动担当，
结合医疗园区带来的资源优势，积极参与
我省抗疫医疗物资采购，为一线战疫医护
人员提供健康保障，并组织医护人员赴疫
区支援，投入到抗疫战斗一线。

敢闯敢干
多方合力购来紧缺物资

3月7日，湖北省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指挥部在武汉召开第40场新闻发
布会。发布会公布的数据显示，海南民间
直接捐赠湖北的生活物资，据不完全统计
超过2000吨，其中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
先行区募捐善款近千万元，已购买了200
万元的医疗物资和近600吨新鲜蔬菜水果
运抵湖北。

这不是乐城先行区第一次显示出作
为国家级医疗产业园区的担当和能量。1
月25日，乐城先行区管理局通过阿里健
康从国内厂商紧急付款采购一批一次性
医用口罩，提供给了儋州、琼海、洋浦等市
县使用；1月26日，乐城先行区管理局从
美国某公司抢购5万只N95医用口罩，紧
急投放到抗疫一线；2月4日，乐城先行区
管理局又从境外采购了12万只 1860型
N95口罩……

“给任务就是给信任！”乐城先行区管
理局局长顾刚表示，为了高效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省疫情防控指挥部物资采购组
结合乐城先行区的政策优势以及先行区管
理局的灵活决策机制和渠道优势，单独授
权乐城先行区管理局协助开展医疗物资采
购工作，从海外市场采购紧缺的物资，“作
为国家级医疗产业园区，我们有责任也有
义务承担起海南医疗物资采购的重任。”

每一次海外医疗物资的采购都是一次
创新。一方面，乐城先行区在海外四处寻
找可靠货源；另一方面，主动对接公安、交
通、药监、海关、卫健委、市场监管、海航、邮
政等部门及单位，多方紧密协作，简化流程
高效运作，用最快速度将物资运回海口。

“每一次采购都是与时间赛跑。”顾刚
说，采购口罩、防护服等核心物资，海外厂
家都要求先付款、后供货，还涉及境外运
输、通关等，“没有全流程密切配合，任务无
法完成。这也是海南自贸港建设下机制灵
活、敢想敢干、团结一致的一个缩影。”

众志成城
18名白衣战士赴疫区

湖北疫区的情况牵动人心。当海南要
组建紧急医疗队赴疫区支援的消息传来，
乐城先行区也当仁不让。

2月13日22时许，在接到省卫健委关
于组派医疗队的通知后，短短几个小时，乐
城先行区内就有8家医院、数十名医务人
员主动请缨，最后挑选出18名“白衣战士”
赴疫区，包括5名医生、12名护士、1名地
援，从“00后”到“60后”都有。

在荆州市中医院与疫情战斗，“00后”
陈玉婷每天穿着纸尿裤进入隔离病区，一
直连续工作近7个小时直到离开岗位。期
间她几乎不喝水，不上厕所。“防护服是紧
缺物资，尽可能不穿脱防护服，以免造成不
必要的损耗。大家都这样。”陈玉婷说。

出征疫区的博鳌恒大国际医院重症科
主管护士庄亮是一名年轻母亲，为了不让
家里父母担心，她并没有告诉父母自己要
去荆州。庄亮说：“这是我们应尽的责任和
义务，必须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全力以赴。”

在荆州市中医院，庄亮与队友们日夜
奋战，克服了种种困难，最终为患者送去希
望与温暖。截至3月4日，乐城援荆医疗队
进驻荆州市中医院后，累计收治90名患
者，其中确诊13人，临床诊断4人，疑似1
人，转院9人。

白衣战士赴一线，乐城先行区作为后
方并没有忘记她们。支援湖北疫区医疗队
出发后，乐城先行区管理局便出台建立家
庭联络员制度，对一线医护人员家庭实施

“一对一”保障服务多项政策，解决前线的
“白衣战士”的后顾之忧。

乐城先行区管理局还联合园区内的医
疗机构与社会爱心企业，采购一线急需的
医疗物资和新鲜的蔬菜、水果定向捐赠给
乐城支援湖北医疗队及湖北荆州市中医
院，支援一线医护人员。

“园区机构还特意在园区准备大量客
房，欢迎抗疫工作取得胜利后，和我们一起
战斗过的英雄医护人员可以来海南看看，
来我们乐城休假、疗养，尽快恢复身心健
康。”顾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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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更大的热情参与自贸港建设，推动园区实现与国际先进水平“三同步”

乐城先行区全面推动复工复产复诊 抗疫战场上
乐城先行区勇扛担当

合力战疫 海南担当

“乐城既有政策支
持，又有生态环境和营
商环境优势，为此我们
选择把总部落户在乐
城，将在这里建设中医
专科医疗中心。对未来
的 发 展 ，我 们 充 满 信
心。”3月8日，在北京泰
济堂中医医院与博鳌乐
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
（以下简称乐城先行区）
顺利完成签约后，该医
院负责人杜力表示。

北京泰济堂中医医
院与乐城先行区的签约，
是乐城先行区在新冠肺
炎疫情发生后的线下“首
签”，标志着乐城先行区
全面吹响复工复产复诊
的冲锋号。

疫情发生后，乐城先
行区管理局在切实做好
园区疫情防控的基础上，
提前谋划、精心组织、靠
前服务，有力有序推动园
区内建设项目开工、医疗
机构开业，恢复园区内正
常生产生活秩序。乐城
先行区管理局局长顾刚
表示，面对疫情防控的严
峻考验，先行区全年工作
总体目标不受影响，将以
更大的热情参与海南自
由贸易港建设，以更坚定
的决心推动园区实现与
国际先进水平“三同步”。

提前谋划
构筑防控安全屏障

“您好，欢迎光临，请登记。”3月
8日，博鳌超级医院大门处，护士王
云延为每一位进入医院的人员测量
体温，仔细查看每人的健康码信息，
并如实登记在册。不仅如此，王云延
还贴心地提醒他们用门岗处的免洗
消毒液清洁手部。这些是王云延2
月17日返岗后便一直从事的工作。

“医院严格按照乐城先行区管理局的
复工要求执行，流程虽然繁琐，但能
保障大家的健康。”王云延说。

事实上，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乐城先行区管理局高度重视疫情防
控工作，曾先后多次召开会议进行部
署。早在1月21日，乐城先行区管
理局就召开园区全体员工会议部署
防控工作，及时建立甄别机制筛查疑
似人员，并成立疫情防控领导小组，
严格落实省委、省政府相关部署，组
织园区疫情防控工作。

园区内机构工作人员健康状况
一日一报，人员流动严格管控，所
有人员严格健康管理……乐城先
行区管理局在扎实开展各项疫情
防控工作的同时，也提前谋划部署
复工复产。

2月1日，博鳌乐城医药监管局
对园区内的4家医疗机构、1家重点
场所进行专项检查，现场指导防控以
待复工复产。2月7日，乐城先行区
管理局再次召开电话会议，部署复工
复产，在确保防疫安全的情况下，推
动园区内项目开工建设。

乐城先行区管理局成立专门的
园区防疫组，深入园区企业“问诊把
脉”，指导申请复工复产的单位、项目
加强流行病学筛查，要求复工企业必
须配足电子测温仪、口罩、消毒液、消
毒喷洒设备等疫情防控物资，给园区

企业打好复工复产“防疫针”，同时利
用信息化手段开展疫情防控，夯实防
控安全屏障。

“各方面措施很到位，我们自己
也安心。”在和睦家医疗工作的护士
罗斯琦说，乐城先行区管理局对复工
复产提出的要求很细，“只需要对照
要求和标准来做就好。”

精心组织
高效实施各项防控措施

3月8日，在乐城先行区博鳌研
究型医院项目施工现场，机械轰鸣声
不绝于耳，挖掘机“火力全开”，满载
土方的运输车辆时不时驶出工地，项
目建设逐渐步入正轨。

“复工快半个月了，保障工作很
到位。”四川籍工人汪小云在博鳌研
究型医院项目务工，春节期间一直留
守在工地，因此也成为工地最早一批
复工的人员之一。“每天都要向组长
报告个人健康状况，有没有咳嗽、感
冒、发热等，上工前要测体温。”汪小
云说。

进门量体温、口罩不离身、人员
不聚集，是乐城先行区内建设项目开
工的基本要求。“管理局指定专门人
员对接，了解每一个返岗工人的健康
状况。”博鳌研究型医院项目承建方
中铁建设集团相关负责人陈锦龙介
绍，按照疫情防控要求，项目每天早
晚对施工区、办公区进行一次消毒。

在乐城先行区内另一处集中临
时办公区项目的施工现场，工人们佩
戴着口罩进行施工。项目负责人舒
星星介绍，当前复工工人到岗率已超
过60%，主要是以本地工人为主，该
项目统一对进入施工现场的工人进
行体温监测，建立一人一档，同时让
工人注册海南健康码，确保进入施工
现场的所有工人都是绿码。

乐城先行区管理局还在琼海市

中原镇指定了专门酒店作为外地返
岗工人集中观察点，并协调园区内医
护人员为他们提供健康管理服务。
所有外地返岗工人都必须在结束14
天隔离观察后才允许上岗。

“外地返岗工人隔离期间的费
用都由管理局承担，大大减轻了企
业的负担。”陈锦龙说，1名工人隔离
观察 14 天需要大约 3000 元生活
费，原本返岗的工人越多，企业的负
担越大，“但有了这个政策，我们就
没有顾虑了。”

此外，乐城先行区管理局还为园
区内组织省外建筑工人复工的项目
提供每位工人1000元的补贴，进一
步支持项目复工。目前，乐城先行区
15个在建项目已有13个复工，园区
9家医院陆续开诊。

靠前服务
全面推动复工复产复诊

“体温36.2摄氏度，正常。”在乐
城先行区南岸水质处理厂施工现场，
来自博鳌恒大国际医院的医生陈贤
灿与同事仔细测量工人体温，并一一
询问工人的身体状况。他是乐城先
行区的医疗志愿者，专门服务园区内
复工复产企业、项目。

“通过医疗志愿者，园区内所有
复工项目都与医疗机构建立了‘一对
一’联系。”乐城先行区管理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博鳌超级医院、恒大国际
医院等园区医疗机构都派出了医生、
护士担任医疗志愿者，轮流为复工项
目的工人提供健康监测及健康管理
服务，“只要工地有需要，一打电话，
医护人员就能到位。”

乐城先行区管理局重视的不仅
仅是园区内复工复产企业的服务保
障工作。乐城先行区管理局招商部
负责人代晓龙介绍，疫情期间人员出
行不便，乐城先行区管理局便频频通

过电话会议、视频会议的形式，与客
商洽谈，争取项目落地。

实际上，在春节期间就频频有药
械厂商通过电话和网络与管理局联
系。为此，乐城先行区管理局一方面
扎实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另一方面则
统筹客商需求筹备招商，主动与客商
联系。

“我们现有一批新药正在筹备进
入乐城先行区，目前已经按相关流程
进行准备。”辉瑞中国区肿瘤及罕见
病业务总经理李进晖表示，在疫情防
控期间，乐城先行区管理局主要领导
多次与她联系洽商，让她感觉到“诚
意满满”，“我们希望在疫情结束后，
与乐城先行区开展多产品、多维度的
合作。”

2月22日，腾讯公司和乐城先行
区管理局举行线上会议，并远程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双方携手推进“互联
网+大健康”，合作建设人工智能医
疗大数据中心、国际医疗医药开发共
享平台等。这也是我省疫情防控期
间通过线上签约的重大合作项目之
一。腾讯公司副总裁丁珂表示，这也
是首个在腾讯会议上完成签约的项
目，在特殊节点下，腾讯与乐城先行
区的合作意义深远。

此外，十多家跨国药械厂商先后
致函乐城先行区管理局，关注咨询乐
城先行区的发展情况，并表态愿与乐
城先行区加深合作，全力支持海南自
由贸易港建设与乐城先行区发展。

“这说明广大跨国药械企业对海
南自由贸易港依然信心坚定，对乐城
来说也是一种莫大的鼓励。”顾刚说，
面对疫情防控的严峻考验，乐城先行
区全年工作总体目标不受影响，“疫
情让我们警醒，大健康事业必然更加
受到关注。我们将继续优化服务，全
面推动复工复产复诊，加快建设海南
自由贸易港，推动园区实现与国际先
进水平‘三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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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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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城先行区医护人员支援湖北疫区。

① 医疗志愿者为园
区内复工复产项目提供健
康管理服务。

② 博鳌超级医院耳
科专家张劲与患者交流
病情。

③ 国内心内科专家
方丕华坐诊博鳌超级医
院。

④ 超级医院工作人
员给进出人员测体温，登
记健康信息。

乐城先行区从海外采购疫情防控急需的医疗物资。 乐城先行区向乐城支援湖北医护人员捐赠新鲜果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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