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南大学与海口市关于进一
步深化建设海口市人民医院的合
作，将会带来哪些改变？

中南大学将充分发挥湘雅医学院
及附属医院的特色优势，针对海口市
人民医院当前的状况、发展方向和学
科建设重点，确定临床、教学、科研等
方面的校内对口单位，支持帮扶海口
市人民医院达到中南大学附属医院水
平的研究型三级甲等综合医院。

中南大学将支持海口市人民医院
在条件成熟时设立中南大学已拥有的
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和医疗大数据
应用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中南大学）
分中心、建设国家区域医疗中心，5年
内新增3个-5个省级及以上重点临
床学科和1个-2个创新研发平台。

海口市政府按照中南大学“双一
流”建设要求，对海口市人民医院在正
常财政投入的基础上，2020 年-
2024年计划追加投入5亿元支持海
口市人民医院重点学科和人才队伍建
设，鼓励海口市人民医院和中南大学
开展科研合作和申报科研课题，尽快
把海口市人民医院建成与中南大学直
属医院同等水平的一流三甲医院。

海口市政府和中南大学共同探讨
研究在海口市筹备建设海口市人民医
院西海岸院区。

相关链接

中南大学是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
大学、世界一流大学A类建设高校，国
家“211工程”首批重点建设高校，国
家“985工程”部省重点共建高水平大
学。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原湖南医
科大学）为久负盛名的百年老校，享有
“南湘雅、北协和”之誉。

自2003年8月中南大学、海口
市合作建设海口市人民医院以来，依
托中南大学雄厚的人才、教学、科研和
管理优势，海口市人民医院诊疗水平
迅速提升，重点学科建设成效显著，教
学科研全面发展。

2011年海口市人民医院获得海
南省第一个国家临床重点专科，目前
共有国家临床重点专科3个，省医学
重点学科2个，省 I级临床重点专科
10个，省级医学重点扶持/特色专科3
个。近年来共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资助科研项目18项、省部级科研项目
149项、发表SCI论文123篇，申请专
利22项。

中南大学支持海口市人民医院从
2007年开始首次招收硕士研究生，
2013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是海南
省第一家有资质独立招收统招医学硕
士和博士研究生的机构，开创了海南
医学教育的新篇章。

截至目前，海口市人民医院共计
已招收全日制硕士研究生342名，博
士研究生36名，培养毕业的硕士研
究生267名，博士研究生11名；有博
士研究生导师8人、硕士研究生导师
5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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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8日上午，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海口临床学院挂牌仪式在海口市人民医院举行。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附属海口医院（海口市
人民医院）增设海口临床学院后，该院将增加中南大学临床医学全日制本科生的培养教育，进一步完善医院教学体系建设，更好地为海
南自贸港建设输送更多医学优秀人才。同时，也标志着中南大学与海口市的“校地战略合作”达到新高度。

据了解，新一轮“校市合作”的目标是5年后将海口市人民医院建成达到中南大学附属医院同等水平的研究型三级甲等综合医院。

海口市与中南大学的合作可追
溯到17年前。2003年，海口市人民
政府与中南大学、海口市人民医院共
同签署《中南大学与海口市人民政府
及海口市人民医院合作创办中南大
学湘雅医学院附属海口医院协议
书》，海口市人民医院正式挂牌成为

“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附属海口医
院”，成为我省第一家有资质招收硕
士研究生的医疗机构。2013年，又
成为我省第一家有资质招收博士研
究生的医疗机构。

17年来，海口市人民医院在医
疗、科研、教学、管理等方面，尤其是学
科建设上取得了长足发展。

为进一步促进海口市卫生健康事
业和高等医学教育事业发展，推动海
口市人民医院成为医教研协同发展的
高水平医疗机构，为人民群众的健康
服务，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培育高
层次人才，同时支持中南大学的“双一
流”建设，中南大学与海口市于今年4
月28日签署合作协议，进一步深化拓
展合作，建设紧密型中南大学湘雅医

学院附属海口医院和中南大学湘雅医
学院海口临床学院。

揭牌仪式上，海口市委副书记、市
长丁晖表示，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海
口临床学院的成立是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4·13”重要讲话、中央12号文
件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
的具体实践，是落实教育部《关于支持
海南深化教育改革开放实施方案》的
具体行动，为深化双方合作掀开了新
的一页。

为此，海口将全力支持，做好各项

服务保障工作。中南大学将发挥湘
雅医学院及附属医院的特色优势，在
海口市人民医院建设研究型三级甲
等综合医院、设立国家临床医学研究
中心分中心以及海口市人民医院新
院区筹建、医疗人才培养引进等方面
给予大力支持和帮扶。而以此次海
口临床学院挂牌为新起点，双方也将
依托重大新药创制国家科技重大专
项成果转移转化试点，进一步深化和
拓展合作领域，为海南自由贸易港作
出新的贡献。

揭牌仪式上，中南大学副校长、
湘雅医学院党委书记陈立章表示，健
康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医学在其
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这次新冠肺
炎疫情让世界各国对医学科学的发
展有了更深刻的思考和认识，医学的
重要性进一步凸显。作为国家“双一
流”建设高校，中南大学始终坚持面
向国家重大需求、主动服务国家重大
发展战略、积极维护人民健康和生命
安全，百年湘雅秉承“公勇勤慎 诚爱

谦廉”的院训，不断创新突破，在医学
研究、医疗技术、医学教育和医疗服
务等方面取得了一批具有领先水平
的原创成果，培养了一大批高层次医
学人才，为国家卫生健康事业作出了
积极贡献。

据介绍，中南大学和海口市有着
深厚的友谊和良好的合作基础。17
年来，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海口市
人民医院实现了快速发展，在医疗、
教学、科研、管理等各方面都取得了

可喜的成绩。未来，中南大学将协
助海口市人民医院成立3个到 5个
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分中心，推
动一批重点学科建设再上台阶，继
续在医院管理和建设、人才交流培
训、科学研究、医学生培养等方面拓
展合作空间，为尽快将海口市人民
医院建成与中南大学直属医院总体
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内一流三甲医院
提供全力支持。

陈立章表示，海口是一座充满活

力、动力、创新力的城市，与中南大学
敢为人先、勇于求索的精神高度契
合。在当前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
宏大蓝图下，面对这一重大发展机
遇，成立湘雅医学院海口临床学院，
恰逢其时、意义重大。中南大学愿与
海口市进一步加强联动、紧密对接，
开展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更高水平
的务实合作，为推动海口市医疗健康
事业进步、经济社会发展再立新功，
为服务健康中国战略作出更大贡献。

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海口临床学
院的挂牌是助力海南自贸港建设开好
局、起好步的实际行动，未来将在新起
点上推进海南医学教育与医疗卫生事
业紧密融合，携手并进。

据了解，自2003年中南大学与海
口市合作建设海口市人民医院以来，
依托中南大学雄厚的人才、教学、科研
和管理优势，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附

属海口医院（海口市人民医院）的诊疗
水平迅速提升，重点学科建设成效显
著，教学科研全面发展。2011年，该
院获得全省首个国家临床重点专科，
目前共有国家临床重点专科3个，省
医学重点学科2个，省一级临床重点
专科10个，省级医学重点扶持（特色）
专科3个。海口市人民医院院长杨毅
军表示，发展所获得的成就，离不开中

南大学湘雅医学院17年来的引领与
帮助。

值得一提的是，中南大学支持海
口市人民医院从2007年开始首次招
收硕士研究生，2013年开始招收博士
研究生，是全省首家有资质招收统招
硕士及博士研究生的医疗机构。

“高端医学人才的培养为医院的
发展提供了强大的‘造血功能’，同时

为海南省高端医学人才的储备做出了
贡献。”杨毅军表示，随着中南大学湘
雅医学院海口临床学院的挂牌，中南
大学将以多种方式引进专家帮扶医院
学科建设。同时，海口市人民医院也
将增加中南大学临床医学全日制本科
生的培养教育，进一步完善医院教学
体系建设，更好地为海南自贸港建设
输送更多优秀医学人才。

背景：乘海南自贸港建设的东风，开启“校地战略合作”新篇章

目标：把海口市人民医院建成国内一流三甲医院

未来：提升“造血”功能，为自贸港建设培养更多高端医学人才

在中南大学与海口市合作共建中
南大学湘雅医学院附属海口医院（海
口市人民医院）的17年间，共有近300
名硕博医学生从这里毕业，他们中的
大部分选择留在海南就业，服务海南
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他们用自己的亲
身经历，见证了中南大学与海口市政
府合作浇灌出的医学教育之花绽放。

“17年前，我们就是第一拨来到
海口的‘中南人’，如今我们也已经成
为地地道道的海口人了！”海口市人民
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杨国帅，是一
名年轻的骨干医生。得益于海口市政
府与中南大学的合作，2004年，他和
妻子从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硕士毕业

后，被海口市人民医院聘请，如今他已
是该院神经内科和脑卒中中心的骨干
力量，他的妻子也成为该院血液透析
科的一名优秀护理工作者。

“这里非常注重年轻骨干医生的
培养，我在工作期间又带薪攻读了神
经学博士学位。”杨国帅表示，海口市
人民医院为年轻医生的成长提供了广
阔的成长空间：邀请国内以及世界一
流专家来院指导培训，分批次选拔素
质高、能力强、业务精的骨干到省外学
习，帮助更多想干事业的年轻人练好

“内功”……
据了解，对于继续攻读硕士和博

士的年轻医生，海口市给予充足的经

费保障，鼓励支持医院出台了多项奖
励政策，通过免费提供住宿、免交水电
费用、发放生活补贴以及加班津贴、优
秀学生奖学金以及年终奖等方式，缓
解学生在读期间的生活压力，让更多
医学生可以踏踏实实提高医疗专业技
能，顺利毕业。

宽松良好的环境，也让更多在中
南大学湘雅医学院附属海口医院就读
的医学生选择留在海口。从湖南长沙
到海南海口，30岁刚出头的湘妹子马
添翼已是海口市人民医院心内科的年
轻骨干医生。

2009年，马添翼报考中南大学湘
雅医学院附属海口医院并进入该院心

内科学习。2012年，马添翼以优异
的成绩毕业后选择留在海南。“这个
大家庭很温暖，工作环境很惬意，医
院也处于上升发展期，领导很重视年
轻医生的培养，所以毫不犹豫选择留
下来。”马添翼说。

在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和海口市
密切合作的17年间，像马添翼这样选
择到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附属海口医
院攻读硕士学位后又留下来的例子还
有很多。而高端人才的培养不仅为海
口市人民医院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

“造血功能”，同时也为海南省高端医
学人才的储备作出重要贡献。

17年来，海口市人民医院依托中

南大学研究生教育，以此推动医、教、
研的协调发展。如今，海口市人民医
院已经由单一的以临床为主的医院发
展到现今临床诊疗技术不断进步、教
学有内涵、科研有业绩等多位并进、多
位并荣的现代化综合医院。

“与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的合作，
大大助推了海口市人民医院从临床为
主医院向研究型医院的转变。”海口市
人民医院院长杨毅军表示，医院发展
到一定程度，必然要走研究型，才能保
证其持续发展。没有科研支撑的临
床，是永远跟在别人后面走。医院的
服务很容易被复制，而科学研发才是
核心竞争力。

校地合作 浇灌出医学教育之花

海口市人民医院。

2018届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附属海口医院
研究生毕业合影。

图片均由海口市人民医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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