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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看视频
海南医疗旅游方兴未艾

发力医疗旅游的不仅有乐城先行区，在
三亚，公立中医医院与民营中医机构进入国
际旅游市场，呈现“两生花”的繁荣局面。

今天的老三亚人或许还记得，2002年，
三亚市中医院的医务工作者们抬着理疗
床，到酒店给国外的客人做中医康养服务的
一幕。那是海南乃至全国早期的医疗旅游

“雏形”。
18年来，三亚市中医院以“中医疗养

游”服务为特色，在国际市场上持续留下惊
艳印象。截至目前，该院已为包括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沙
特阿拉伯等国政要在内的近10万余名外
宾，提供了优质的中医药健康服务。

如今，三亚市中医院建立了三亚国际友
好中医疗养院这一市场化平台，推出了中医
旅游的“组合拳”：自主研发的“喜松堂”等近
300种中医药健康产品，搭配包括通督正
脊、养生药膳、温泉疗养、中医文化体验等9
个中医健康旅游项目和15类疗养套餐，吸
引了中外游客的青睐，将“中医疗养游”打造
成海南旅游在国际市场上的一张靓丽名片。

2018年9月，三亚市中医院启动与涉
外旅行社的合作，三亚成为境外游客体验

中医文化的“网红打卡地”。留心观察就会
发现，几乎每日都有金发碧眼的外国游客，
组团进出三亚市中医院，体验中医理疗项
目，购买中医药健康产品。“体验中医理疗，
是俄罗斯等国游客向往三亚、逗留三亚的
理由之一。”三亚国际友好中医疗养院副院
长袁爱林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每年疗养院
大约接待客人5万人次，其中外宾接待量
占20%左右，业务量从2016年开业后逐年
翻番，目前医院已经和迪拜洽谈医疗旅游
相关合作。”

不止公立医院发力，民营机构也在中医
旅游国际市场中力争上游。位于大东海附
近的三亚太极康体养生中心，已成为很多俄
罗斯游客熟悉的“老招牌”。这家民营中医
康养机构从2006年开业至今，80%的客人
都是俄罗斯游客。

“刚开始营业靠口碑，随着国外客人越
来越多，我们就开设了一个面向俄罗斯游客
的网站。”该中心负责人说，每年冬天很多俄
罗斯客人会跟着包机飞来三亚，不少人成了
店里的老客户，针灸和中医按摩是他们最喜
欢的服务项目，养生中心也由1家门店拓展
到3家。

刚刚过去的“五一”小长假，
海南迎来客流小高峰，累计接待
游客133.54万人次，一些高端
品牌酒店的入住率超过90%。
释放旅游热情的游客当中，有一
支不容忽视的力量，就是在海南
享受医疗旅游的客群。

“五一”期间，琼海市政府
面向全岛居民推出“1+X”一站
式康养旅游新套餐，受到了省
内游客的青睐：原来不用出岛，
就能在如画的风景里旅游，还
能享受高端医疗服务。

“我长期失眠，‘五一’期间
来博鳌，一边旅游一边接受调
理治疗，效果非常好！”游客王
先生高兴地称赞道，博鳌之行
是一次高品质的医疗旅游体
验，以后还会介绍更多朋友来
感受。

人气套餐的推出，是海南
医疗旅游厚积薄发后的精准出
手。“多年来，海南探索医疗旅
游发展的脚步没有停止过。”省
卫健委有关负责人透露，依托
海南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我省
医疗旅游业发展已经实现多样
化，为不同受众提供细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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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医疗产业聚集
提供全生命周期、全业态一揽子
服务

气候也可以治病？
气候康养医疗催生“呼吸小镇”

海南医疗旅游的雄心
打造世界一流的健康医疗旅游
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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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医飘香海外
三亚成境外游客体验中医文化的“网红打卡地”

作为医疗业和旅游业的结晶，医疗
旅游已经成为全球增长速度最快的新兴
产业之一。全球医疗旅游产业以每年
20%的速度保持增长，我国医疗旅游客
群以每年5倍的增速在增长。拥有绝佳
气候和旅游资源优势的海南，如何把握
医疗旅游国内外市场上的机遇呢？

2018年12月，省卫生健康委、省旅
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联合印发的《海南
省健康医疗旅游实施方案》，提出我省将
围绕“医学治疗”“医学美容”“康复疗养”

“养生保健”四大医疗旅游的关键领域，
打造“一心、五区”医疗旅游布局体系。

近日，海南出台《海南省旅游业疫后
重振计划——振兴旅游业三十条行动措
施(2020—2021年)》，其中第十九项明
确：大力发展健康旅游，出台推动海南加
快健康旅游发展的指导意见，高质量推
出医疗旅游、温泉养生、森林旅游、中医
康养、气候医疗等健康旅游产品。

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周国明近日接
受媒体采访时进一步表示，将挖掘海南
资源优势，发展滨海、森林及温泉养生休
闲产品，建立起以高端精准医疗为引领，
以优质专科为龙头，以医美、康养、保健
为特色的完整的健康医疗旅游服务体
系，将海南建成世界一流的健康医疗旅
游目的地。

同时，海南重点打造以服务于中高
端人群为核心的、以完备服务著称的高
端医疗养生旅游服务项目，包括肿瘤(癌
症)治疗康复旅游、生殖治疗及试管婴儿
生育旅游等八大项目。

此外，利用海南气候优势发展医疗
康养特色小镇也是一个颇具前景的方
向。周国明表示，我省将持续对接院士
团队等优质医疗资源，推动呼吸小镇项
目建设；跟踪服务海南三亚儿童哮喘中
心、海棠湾上工谷运动医学中心等项目，
协助树立项目品牌；加快乐城先行区建
设，开展临床真实世界数据应用试点。

要想使医疗旅游得到顺利的开展，
省卫健委健康产业与对外合作局局长吕
小蕾建议，地区医疗机构应在人才、设
备、环境、服务、质量等软硬件各方面不
断完善、全面提升，从而达到国际化的标
准化水平。

畅想某天，人们去韩国旅游时做个
微整形手术，去日本泡温泉顺便做个防
癌检查，而旅行到中国的海南，可以享受
高质量的中医特色康养、气候医疗、运动
康复、生殖医学等服务……朝着世界一
流健康医疗旅游目的地的发展方向，海
南步履不停。

（本报海口5月7日讯）

2019年
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

接待医疗旅游人数
约7.5万人次

同比增长134%
医疗机构营业收入

约6.4亿元
同比增长75.3%

患者在三亚国际友好中医疗养院进行康复治疗。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游
客
在乐城先行区接受中医治疗。

外国游客在博鳌一龄生命养护中心接受治疗。
（图片除署名外由受访单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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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冬天，会有一大批肺移植术后患
者、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患者选择待在海
南，避免感冒、感染以及其他疾病的发作。

“海南的耐药细菌较少，空气质量好，许
多做完肺移植的患者会选择来海南进行术
后康复。”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呼吸内
科主治医师陈兴峰表示，目前在海医附二院
进行肺移植术后定期监测和肺康复的患者
有近百名，大多来自省外。

不仅对于成人，儿童呼吸系统疾病在海
南也有较好的康复效果。“海南的优质环境，
对哮喘患儿的治疗和康复有很大的帮助，每
年冬天，医院里将近20%的哮喘患儿都来
自省外，有一些孩子每年冬天都会到海南寻
求治疗。”三亚市妇幼保健院儿内科副主任
医师陈艳霞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2019年5月20日，由上海儿童医学中
心、三亚市妇幼保健院、三亚学院健康产业
管理学院联合举办的首届儿童哮喘康复训
练营开课。训练营依托三亚“天然温室”的

独特气候特点，联合儿童呼吸哮喘科、耳鼻
喉科、中医科、儿童保健科等多学科的医疗
专家力量，并综合气候疗法、运动疗法、饮食
干预及中医疗法，带领从国内邀请来的哮喘
患儿和家长开展趣味性学习和健康旅行，多
种途径综合干预治疗儿童哮喘。

三亚市妇幼保健院常务副院长陆兆辉
表示，未来还将充分利用三亚优越的自然地
理环境，并综合多学科医疗专家的优势，面
向全国哮喘孩子开办儿童哮喘康复训练营，
更好地帮助家长控制儿童哮喘疾病。

在业内人士看来，海南气候有利于呼吸
系统疾病的康复，是有理论支持的。“在医学
上有个疗法叫气候疗法，海南温润的气候适
合很多慢性疾病的疗养，很多病人常年在三
亚疗养。”2019南山峰会暨全球应对人口老
龄化中国策略论坛上，海南省健康产业促进
会会长曹江表示，海南冬季平均气温在22
摄氏度以上，对常见的关节炎、心脑血管疾
病、高血压等慢性疾病有明显的缓解作用。

论坛上，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医
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院校长王辰透
露：“我们正计划在海南建一个健康呼吸
小镇，让更多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患者能
在这里得到疗养。”

有关呼吸小镇的建设，海南文昌也在跃
跃欲试。作为海南省重点项目，由文昌市政
府、广州医科大学和海南中坤渝安投资有限
公司三方共建的“文昌医学中心”，就致力于
发展气候医学和相关航天医学，除了打造以
中西医结合为支撑的呼吸康养中心和中医
药健康养生旅游示范基地外，还计划打造面
向中端客源市场的呼吸康养小镇。

享受国务院赋予的九条特殊
优惠政策，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
旅游先行区（以下简称乐城先行
区）经过多年“精耕细作”，在干细
胞临床研究、肿瘤治疗、医美抗衰、
辅助生殖等方面形成了产业聚集。

如何把强大的医疗资源优势，
转化为旅游市场吸引力？

4月2日举行的海南（琼海）康
养旅游产品发布会上，琼海市政府
面向全岛居民推出“1+X”一站式
康养旅游新体验，岛内居民除了可
以在博鳌一龄生命养护中心体验
四大类30余种康养产品外，还可
以从琼海6家高星级度假酒店任
选一家入住。

这是乐城先行区在医疗旅游
开发上的又一次尝试。

“此次康养大礼包将博鳌一龄
生命养护中心系列健康养护、预检
等特色康养产品，与琼海优美的田
园环境、特色的温泉资源和各大景
区、高端酒店等资源进行多元融
合，让游客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
国际顶级医疗技术和全方位的休
闲康养体验。”乐城先行区管理局
副局长刘哲峰说道。

尽管新冠肺炎疫情对旅游产
业仍有影响，但海南日报记者采访
时，博鳌一龄生命养护中心内仍有
不少游客。来自北京的刘女士就
是其中之一。自2013年起，每年
的海南行便成了她的固定行程。

“海南不仅环境好，也有很好
的身体康养服务，我每年累计要
在海南待上四五个月，做体检、做
血液净化，系统地提升免疫力。”
刘女士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年初
她带着家人到海南再赴“康养之
约”，“这里已经成了我的第二个
家了。”她笑着说，这几年她还带
了不少朋友来海南享受医疗旅游
的乐趣。

作为首批入驻乐城先行区的
企业之一，一龄集团自2013年进
入海南市场以来，就将其全国会员
的康养需求与海南的旅游资源相
结合。“集团认准了海南是医疗旅
游发展高地，至今我们在海南的投
入超过20亿元，博鳌一龄生命养
护中心已经成为集团在国内的发
展母版。”博鳌一龄生命养护中心
董事长李玮表示。

12760 人、24311 人、32529
人……这一串不断攀升的数字，是
博鳌一龄生命养护中心2017年至
2019年间每年接待的客户人数。
李玮说，发展至今，养护中心的医
疗旅游实现了满负荷运转，还吸引
了部分乌克兰和俄罗斯的会员，集
团还借助乐城先行区的特殊政策，
购置了一批国际顶级检查、康复等
方面的设备，将打造全生命周期、
全业态的服务产品。

因为“国九条”的特殊优惠政
策，乐城先行区先后有多批临床急
需药品和医疗器械获准进口，为疑
难杂症患者的治疗提供更多希
望。而高端医疗机构的聚集，也吸
引着国内外的客人慕名而来。据
统计，2019年，乐城先行区接待医
疗旅游人数约7.5万人次，同比增
长 134%；医疗机构营业收入约
6.4亿元，同比增长75.3%。

“乐城先行区计划整体发展
医疗旅游，推出一揽子服务的医
疗旅游产品。”乐城先行区管理局
局长顾刚说，园区内每家企业的
服务定位都不相同，可以满足不
同客户的需求，“博鳌恒大国际医
院有医疗和套房、博鳌一龄生命
养护中心有中医服务和整形美
容、慈铭博鳌国际医院有辅助生
殖医学和体检……每家企业提供
不同的特色服务，我们就可以组
合成多元的、贴近客户需求的医
疗旅游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