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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乐城先行区全新推出的
四大业态各有特色。

其中，由博鳌中法康复医学中
心和博鳌超级中医院两大专业板
块组成的博鳌一龄生命品质改善
中心，融合传统康复与现代康复两
种康复方法手段，提供康养服务。

以全球跨境购物为体验的跨
境免税大药房，将国内外优质健康
商品、品质生活商品与服务进行整
合，满足游客不同需求；

集水疗、美食、娱乐及教育功
能为一体的健康主题公园，提供丰
富多样化的旅游体验；

主打眼科领域的博鳌乐城眼
视光中心，提供精准屈光手术、高
端验配、干眼综合诊疗、医学验光、
眼科检查、太阳镜等服务项目和产
品；

这些新业态也符合当前大众
出游个性化、康养化趋势的特点。
据了解，乐城先行区目前已有10多
家医疗机构对外营业，游客可以自
主选择康养产品。

“人们在海南不仅能体验椰风
海韵的美丽风景，还可以到乐城先
行区进行健康筛查、健康体检、中
医疗愈，女性还可以接种HPV疫

苗。”乐城先行区管理局副局长刘
哲峰推介道。

“康养+旅游”产业也成为海南
全域旅游格局下的重要元素。而
打造多元化康养旅游产品，也是乐
城先行区医疗旅游产业提质升级
的重要内容。

一龄医院管理集团在乐城先
行区内主营生命养护与生命品质
改善业务。一龄医院管理集团董
事长李玮表示，此次推出的四大业
态，事实上也是一龄集团在乐城先
行区的二期项目，他表示，一龄集
团是最早入驻园区的企业之一，一

直深耕医疗旅游，以优质的康养服
务吸引游客。

“一龄集团成立至今已有 16
年，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品牌。”李玮
表示，一龄集团在海南做了预防领
域、康复领域、中医养生领域以及
互联网医院等 4个医疗维度的布
局。一龄集团高度重视乐城先行
区作为国内医疗特区的未来发展
与潜力，希望能扎根园区，与园区
共同成长，“未来我们也将不断推
出新的医疗旅游业态，满足更多游
客需求，也为乐城先行区集聚人
气。”

业态“上新”| 服务更多样化

博鳌乐城医疗旅游业态再添新元素

四大业态八大产品 推动产业提质增效

1月17日，博鳌一龄
生命品质改善中心、爱乐
活跨境免税大药房、博鳌
乐城眼视光中心、博鳌乐
城健康主题乐园等海南
自贸港博鳌乐城国际医
疗旅游先行区（以下简称
乐城先行区）内多个医疗
旅游新业态联合开业，标
志着乐城先行区医疗旅
游产业向前迈出一大步。

当天，一龄医院管理
集团还分别与海南省人
民医院、海南医学院第一
附属医院、海口市人民医
院等3家三甲综合医院签
约合作，共建医联体，分
别成立博鳌乐城创新医
疗中心，进一步加速国际
先进医疗技术及装备落
地应用，造福更多国人。
一龄医院管理集团还发
布8款借助乐城先行区先
行先试政策引进的全球
创新药械，让更多的人以
更简单、更安全的方式缓
解甚至消除疾病困扰。

此次博鳌一龄多元
复合业态联合开业，将在
医旅康养、养生康复、生
态休闲、眼科治疗等方面
为乐城先行区注入新活
力，同时带给先行区“医
旅+跨境”购物相结合的
创新元素，不仅能满足人
们多层次、多样化的卫生
服务需求，也对深化医疗
供给侧改革、探路医疗旅
游发展具有示范意义。

随着乐城先行区“医疗特区”的
雏形具备，园区最新的挑战也变成
如何让国内患者到乐城就医、康养。

不断推出医疗旅游新业态，就
是乐城先行区破解挑战的重要措施
之一。

当天的活动还发布了Vascepa
二十碳五烯酸乙酯软胶囊、Rezum
水蒸气疗法、两种全新检测试剂盒、
飞秒激光角膜屈光手术系统、软性
亲水接触镜、RegenoGel骨性关节
炎 注 射 凝 胶 、LILANSSI GEM
HARD组织修复用材料等8种全球
特许药械。

据介绍，这些产品都是目前国

际先进且受到市场青睐的产品。例
如用于降低心血管风险，降低甘油
三酯、胆固醇的Vascepa二十碳五
烯酸乙酯软胶囊在全球已有近900
万的处方数量；软性亲水接触镜截
至 2019 年底已在全球累计销售
1.61亿片。

事实上，这些产品在国内同样
具有巨大的市场。据不完全统计，
中国每年到海外就医的人数突破60
万人次。

乐城先行区最重要的目标之一
就是吸引境外医疗消费和服务回
流，让更多患者不必再赴海外就医，
在乐城先行区就能用上国际创新药

品药械及技术。
2019年，经国务院同意，国家

发展改革委、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
中医药局、国家药监局四部委联合
发文支持博鳌乐城先行区发展，明
确提出“开展真实世界临床数据应
用研究”。

这对于跨国药械企业而言，意
味着通过乐城先行区真实世界临床
数据应用研究，能够加速其产品进
入中国市场的速度。这也成为乐城
先行区发展先进医疗旅游的一大

“重要法宝”。
在此次开业的博鳌一龄生命品

质改善中心内的博鳌中法康复医学

中心，以法国克罗·尚比德康复中心
为建设模板，引进了法国、德国、瑞
士、美国 、荷兰、芬兰等9个国家超
过 110 件康复设备，包括 CON-
TREX关节等速评估仪、反重力太
空失重跑步机、便携式外骨骼康复
机器人等。

这些来自国际的先进康复设备
将为乐城先行区带来独具竞争力的
康养产品，在满足国人需求的同时，
也支持园区进一步发展。据了解，
博鳌中法康复医学中心运营后预计
满负荷运转，年底前可接纳康复疗
养患者1200人，能够实现收入2亿
元。

药械引进 | 惠及更多国人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作为
国家唯一的医疗特区，乐城先行区
除了要满足人民群众的医疗服务需
求外，还肩负着在医疗领域为国家
探索开放创新的重大历史使命。

海南省委、省政府也高度重视
乐城先行区的发展，明确乐城先行
区要编制好“十四五”规划，制定经
济总量目标，明确空间布局，以吸
引境外医疗消费和服务回流为主
线编制好产业规划，把贯彻十九届
五中全会精神、融入新发展格局作
为首要战略，争取更大作为。

此次，乐城先行

区一次性推出医疗旅游四大新业
态，进一步拓展园区医疗旅游格
局，正是园区积极探索融入新发展
格局有效路径的有力举措。

乐城先行区管理局党委书记、
局长顾刚表示，乐城先行区的核心
不仅仅是严肃医疗，医美、康养、保
健也是园区必不可缺的元素。

刘哲峰表示，博鳌一龄生命养
护中心、博鳌一龄生命品质改善中
心作为先行区内的重要医疗产业
项目，形成“1+1>2”的发展新业
态，为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整
体医疗旅游打下了一个非常坚实
的模板和基础，同时也是完善园区
城市功能配套的重要项目，补足发
展短板，争创融入新发展格局的样
板工程，开启了先行区医疗旅游产

业发展的新篇章。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开业的四

大业态有力填补了博鳌乐城国际
医疗旅游先行区康养、康复业态空
白，完善了乐城先行区医疗健康产
业链的延伸布局，推动了乐城先行
区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产业发
展活力不断增强。

李玮表示，一龄集团将充分利
用乐城先行区的区位优势、生态优
势、政策优势和国家级重大功能平
台优势，引进国际先进的医疗技
术、器械和药品，引进国际一流水
准的专业技术人才，搭建国际交流
与合作平台，不断提高医疗服务品
质和国际医疗旅游服务能力，打造
全球顶级的生命养护·生命品质改
善平台，为生命养护·生命品质改

善优化医疗服务体系贡献独具特
色的“一龄方案”。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
是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加快建
设自由贸易港的关键之年。顾刚表
示，下一步，将深刻认识新形势，深
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在省委、省政府
的领导下，进一步解放思想、敢闯敢
试、大胆创新，加快推进公立医院特
许经营、创新监管、医药分开等制度
创新，加快推动新旧“国九条”和自
贸港政策等落地实施，在“让中国患
者用上国际最新药械”的基础上，继
续推动健康消费和服务回流，推动
中国健康产业发展，助推医疗卫生
事业改革，在加快建设美好新海南
的奋进历程中实现高质量发展。

（撰文/元宇）

敢闯敢试 | 探索更多可能

1月17日，在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
行区，患者在博鳌中法康复医学中心工作人
员指引下用康复设备进行训练。

1月17日，在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
行区，爱乐活跨境免税大药房开业吸引顾客
前来购买。

据悉，一龄集团依托海南自贸港政策落
地的先发优势，推出跨境电商线下体验新零
售——爱乐活跨境免税大药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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