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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亚海棠区，曾经有一个怪现象：
在不到5公里的范围内，一边是人来人往
的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医院，一边是门前
冷落的林旺卫生院，当地许多村民若生
病了，两者都不选，偏爱往30公里外的市
区医院跑。问起原因，老百姓往往回答，
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医院这么“高大上”，
收费肯定不便宜。

实际上，该院对海南患者执行的一
直是海南的医保标准。但如何打破人们
的固有观念，将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
真正造福当地群众呢？

2014年10月，在多方支持下，三亚
海棠区政府和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医院开
始探索一种紧密型医联体合作模式——

“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医院·海南省三亚市
海棠区紧密型医联体”。以解放军总医
院海南医院为核心，当地政府为主导，构
建区域一体化三级医疗服务体系，建立
院前120急救体系，辐射各二级医院、卫
生院、社区卫生服务站、健康服务室、学
校和酒店医务室，解决基层医疗力量薄
弱问题，实现分级诊疗救治。

建设于2014年的江林村（林旺南）
社区卫生服务站（以下简称林旺南社区
卫生服务站），就是“解放军总医院海南
医院·海南省三亚市海棠区紧密型医联
体”的“处女作”。该服务站由海棠区政
府建设，由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医院统一
标志标识及硬件设备和药品的标准，并
带教培训站内的医务人员，同时开设专
家工作站，聘请国内知名中医专家和儿
科专家常年来此坐诊。在江林村村民眼
中，林旺南社区卫生服务站就像是个“迷
你版的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医院”。

服务站还为江林村每个家庭都签约
了家庭医生，每年给村民提供每人5次
的免费中医诊疗服务。加强了日常保健
和跟踪服务后，村民们的“小毛病”，大部
分解决在了基层。

“现在到社区服务站看病，我们可以
直接享受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医院的医疗
服务，谁还往远处跑呢？”江林村村民陈作
元说。百姓的选择，证明了“解放军总医
院海南医院·海南省三亚市海棠区紧密型
医联体”模式的可行性。而有了林旺南社
区卫生服务站的示范效果后，海棠区还计
划再建设9家同样标准的基层医疗机构，
扩大医联体的“朋友圈”。

近年来，“医联体”成为医改
领域的热词。2018 年，“海南省
三亚市以医保支付方式改革为抓
手推进紧密型医联体建设”的医
改新模式，获国务院的通报表
扬，并成为全省社会治理领域的
制度创新案例。

“紧密型医联体的建设，提高
了海棠区基层医疗机构的诊疗水
平，使基层医疗机构可以开展常见
病、多发病的防治，已经成为全省

分级诊疗工作的新标杆。”省卫健
委体改处相关负责人表示。

放眼全省，如何建设适应各
地不同需求的医联体？2019年 1
月出台的《海南省医疗联合体建
设规划（2019-2020年）》，提出了
7种海南医联体的建设形式，包括
跨省医联体、省级医联体、省级中
医医联体、城市医疗集团、县域医
疗共同体、专科医联体和远程医
疗协作网。

目前，全省24个三级医院已
全部参与医联体建设，在18个市
县（除三沙市外）形成了各具特色
的医联体模式。如儋州市政府与
上海第九人民医院共建的跨省医
联体、海南省第三人民医院托管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医院的
省级医联体，以及海南医学院第
一附属医院与海口市龙华区政府
共建的城市医疗集团等。

（本报三亚7月17日电）

自从江林村（林旺南）社
区卫生服务站挂上“解放军总
医院海南医院 海南省三亚市
海棠区医联体”的牌子，江林
村村民生了病，往市区大医院
跑得少了，“这里环境好，药也
不贵，跟大医院的一样管用，
坐诊的医生还都是专家。”

——这是海南推进医疗
联合体建设，落到百姓头上
实实在在的改革成果。

日前省政府专题会提出，
要构建与海南自贸港建设要
求相匹配的公共卫生安全环
境。建设紧密型医联体，增强
优质医疗资源可及性。

《海南省医疗联合体建设
规划（2019-2020年）》提到，
在2020年内，海南公立医疗
机构要全部参与医联体建设，
形成分级诊疗秩序，使城乡医
疗卫生资源均衡发展。

“如何用医联体模式串
起大医院与基层机构间的
‘血脉亲情’？解放军总医院
海南医院与三亚海棠区政府
打造的紧密型医联体，给了
很好的启发。”省卫健委体制
改革处相关负责人表示。

在“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医院·
海南省三亚市海棠区紧密型医联
体”建设过程中，当地二级医院医
疗力量薄弱，成为分级诊疗顺畅衔
接的掣肘。

“因为二级医院‘接不住’，所
以总是存在病患‘下转难’的问
题。”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医院医
联体办公室主任刘琼说。立足现
状，医联体将转诊模式由常规的

“基层医疗机构-二级医院-三级
医院”，调整为“基层医疗机构-
三级医院-二级医院”。“基层社

区初筛后转诊的患者，直接送到
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医院，由我们
确诊治疗后，再下转至二级医院
进行后续康复治疗，提高了诊断
准确率，让老百姓看病更放心。”
刘琼说。

为了当好百姓的“健康守门
人”，“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医院·海
南省三亚市海棠区紧密型医联体”
还瞄准院前领域，规划构建快速响
应的120急救体系。

刘琼介绍，在内地大城市，
从患者打电话求救到被送进医

疗机构，平均用时 15 分钟。相
比之下，三亚偏远地区的人口密
度和急救网点密度都不够，导致
急救耗时更长。为缩短急救时
间，医联体一方面增加急救网点
布设，另一方面，采购急救车并
进行信息化改造，还计划建设

“空中 301”，将借助救援直升机
实现“三亚 10 分钟，全岛 1 小
时”的救援响应。刘琼表示，快
速立体的 120 急救体系，将提升
医疗服务可及性和急危重症患
者的生存率。

优质医疗资源下沉
老百姓“小病不进城”

加密急救网点 | 当好百姓“健康守门人”

全面铺开建设 | 全省24个三级医院参建18市县医联体

在三亚市海棠区的江林村（林旺南）社区卫生服务站，家庭医生唐蜜（左）正在为村民提供诊疗服务。本报记者 封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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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5G时代，中国电信将提
升用户体验作为发展5G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5G发展成效如何，
最终由用户说了算”。近期公布
的中国电信2020年5月经营报告
数据显示，5G套餐用户总量累
计达3005万。

为了给5G用户提供更全面的

服务，中国电信于7月1日推出了
“中国电信5G会员”微信小程序，
并同期上线“PLUS会员年包”产
品。用户登录微信小程序即可查
看5G会员的专属权益，并根据个
人所需订购包括内容消费、影音娱
乐、餐饮外卖、生活缴费、线上购
物、金融理财等诸多场景在内的服

务，全年预计可节省600元以上。
同时，中国电信深入用户使

用场景，通过升级各类套餐、推出
电信星卡、提供用户专属权益等
方式，结合各类需求不断扩充服
务内涵，延伸服务触角，扩大权益
范围，为5G用户提供全方位的生
活场景服务。

立足提升用户体验 打造5G会员专属权益体系

从7月19日开始，每月19日
中国电信都将联合产业生态伙伴
持续开展“电信5G会员日”特惠
活动，以切实优惠回馈用户。

7 月 19 日“电信 5G 会员

日”活动当天，所有中国电信移
动用户订购 PLUS 会员年包即
可享受 5 折（原价 199 元，限时
99元）优惠。

此外，中国电信还携手伊

利、京东开展联合大促，50万份
安慕希酸奶、不限量金典纯牛奶
最低5折，还有多款特惠购物商
品，使会员用户畅享5G时代的
尊崇体验。

携三重好礼重磅打造运营商首个“5G会员日”活动

中国电信推出运营商首个5G会员日
重磅打造多重专属权益

7月 19日，由中国电信打造
的运营商首个“5G会员日”将正
式上线。本次活动，中国电信为
满足用户内容消费、商品购物、金
融服务等多种需求，提供了
PLUS会员年包5折优惠购，以及
“会员专享特惠购”和“京东好物
折扣购”专属优惠权益。用户通
过“中国电信5G会员”微信小程
序即可参加会员日的特惠活动。

* 5折狂欢购活动仅限7月19日 * PLUS会员年包有效期为2020年7月1日—2022年12月31日活动详情请以现场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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