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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古稀之年的院
士医生，出诊之路能有多
长？对张志愿来说，这条
路居然有2000多公里，
这是从上海到海南的距
离。

2017 年 9 月，上海
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
九人民医院（以下简称上
海九院）全面托管位于海
南省儋州市的海南西部
中心医院。中国工程院
院士、国家口腔医学中心
主任、上海九院主任医
师、博士生导师张志愿带
领团队，在海南西部中心
医院口腔科成立了省级
口腔颌面外科诊治中心
和海南省首个口腔颌面
外科院士创新团队中心。

3年多来，张志愿在
这条横跨沪琼的出诊之
路上往返30余次，匆匆
步履承载的，是沉甸甸的
医者大爱。“我多来海南
几次，就可以让患者少往
岛外跑几次！”这是张志
愿经常挂在嘴边的话。
他说，自己是一名普通的
医生，让海南患者不出岛
就能解除病痛，便是他最
大的心愿。

一名院士人才的倾力支援，会给一
方患者带来怎样的福利？

在张志愿带领团队的全力建设
下，海南西部中心医院口腔科从普通
科室升级为省级临床重点专科，也许
就是佐证。

他清晰地记得 2017 年第一次来
到海南西部中心医院见到的情形：口
腔科只有2张椅位和3名医生，连一间
病房都没有。儋州的患者得了严重的
口腔疾病，必须要去海口、三亚甚至出
岛治疗。

“我自小生活在农村，亲眼见到过
缺医少药给病人带来的痛苦。”自此，张
志愿打定了帮扶海南的念头。

上海九院帮扶海南西部中心医院期
间，张志愿作为上海九院口腔学科的领
头人，头一年他几乎每个月都要往返于

沪琼两地，坐诊、手术、培训，“海南”在他
口中，就是“第二故乡”。

如今的海南西部中心医院口腔科，
已拥有13张椅位、20张床位，成为海南
省临床重点专科，能够解决很多以前难
以治疗的疑难杂症。

不过张志愿并不满足，他还想将海
南西部中心医院口腔科发展为省级临
床医学中心，承担更多医技成果临床
转化和普及推广的责任。

因为在多次义诊中，张志愿发现，
海南罹患静脉畸形和唇腭裂的患者
较多，此外，海南种植牙技术有限，牙
齿脱落的老年人生活质量普遍不高，

“我还打算从血管畸形、唇腭裂和种植
牙这三个方面发力，让口腔科真正成
为海南老百姓心里响当当的重点学
科。”张志愿说。

一批人才的引进和培养，会给
当地医技水平带来怎样的改变？

在海南西部中心医院从二甲
医院跃升为三甲医院的过程中，或
许可以找到答案。

张志愿在海南的帮扶“志愿”，
不止于业务上的交流，他还积极奔
走两地，搭建上海九院与海南西部
中心医院人才交流的“桥梁”。

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上海九
院派驻在琼的20多名主任医师目
前大部分留在海南，成为海南西部
中心医院各科室的带头人。

2020 年 12月 30日，海南西

部中心医院正式升为三级甲等综
合医院，背后的一组数字令人印象
深刻：3年多来，上海九院专家在
此开展多台高难度手术，培训带教
海南医生24人，帮助海南西部中
心医院开展新的医疗技术140多
项，其中海南首例2项，海南西部
地区首例40多项，有效破解了本
地群众的看病难题。

“院士古稀之年，仍为海南卫
生医疗事业积极奔走，还带了一批
医疗骨干来到这里进行学科建设，
无论是从行动上，还是从情感上，
都起到了很好的表率和带头作

用。”张志愿的学生、上海九院派驻
海南西部中心医院口腔科的主治
医师朱东旺说。

“我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用
张志愿自己的话来说，是海南省和
儋州市政府尊重知识和人才，从业
务发展、生活实际、薪酬待遇等方
面给予了足够的关心和爱护，用事
业留人、拿感情留人、以待遇留人，
让帮扶的医生们更好地扎根在海
南、服务当地老百姓。

此次来琼短短5天，张志愿步
履不停。3月23日上午，带着对海
南西部中心医院口腔科未来发展
的思考，他踏上了返沪之路。在去
机场的路上，张志愿就已经规划好
下次来海南的任务：“下个月我再
来海南，要面试一批优秀的医生，
同时挑选一些医生送去上海九院
或其他医院进修。”

对于海南卫生医疗事业的发
展，张志愿认为，“需要吸引和培养
一批年轻的优秀人才作为后备军，
驱动创新力量提升医疗技术和水
平，实现可持续发展。”

“把技术留给海南，才是我们
来的真正目的。”说罢，张志愿健步
走进机场安检区。从他挥手告别
的身影里，似乎能看见海南口腔医
学更好的未来。

（本报海口3月25日讯）

病人对好医生的需求有多迫切？
从张志愿每次义诊的挂号情况中可见
一斑。

3月20日下午，海南西部中心医院的
口腔科门口，患者排起了长队。张志愿再
次开展义诊的消息，让许多人慕名前来。

张志愿坐诊的口腔科，完整的称呼
应该是口腔颌面-头颈外科。来面诊的
患者也是形形色色：脸上带着红色胎记
的婴孩、唇腭裂不敢抬头的幼童、面部
肿胀一碰就痛的中年人……

“暂时不用手术，观察两个月，我下
次义诊，你再过来看。”

“你们（医生）把他（患者）的名字记
下来，下次直接来找我看。”

……
有条不紊地问诊与交代着，眼前这

位头发斑白、精神矍铄，戴一副眼镜，话
里带着江苏口音的医生，正是张志愿。
从这高度专注的状态，很难看出他今年
已经70岁了。从下午2点到6点，问诊
了36名患者，张志愿没有休息片刻，

“患者找到我，就是想解决问题，我不能
浪费他们的时间。”说话间，汗水从他的
额头滑落脸颊。

义诊结束，来不及歇会儿，张志愿又

召集口腔科的其他医生，共同商讨次日
要进行的一台左面部巨大静脉畸形外科
根治术，并且应用显微外科技术完成面
神经吻合和大腿外侧皮瓣的游离移
植，恢复患者的外观和面部表情功能。

患者左面部静脉畸形已有 20多
年，曾多次前往北京、广州等地求医，均
未得到有效治疗。如今她脸颊上的包
从蚕豆大长到约有两个拳头大，触目惊
心，一不小心就会危及生命。

第二天从上午9点半到下午6点，
张志愿带领团队的十多名医护人员顺
利完成了这台高难度的手术。

这台手术有着特殊的意义。不仅
采用了张志愿自己开创的术中栓塞的
方法，让手术出血量低于400毫升，与
同类手术相比已是极少，手术同时也顺
利完成了面神经的重建和游离皮瓣的
移植，开创了海南省内巨大面部静脉畸
形切除手术的先河。

走出手术室的张志愿，长舒了一口
气。“举行一次义诊、开展一堂讲座、完
成一台手术。”用张志愿的学生、儋州市
卫健委副主任、海南西部中心医院副院
长杨溪的话来说，这是张志愿每次来海
南给自己定下的任务。

古稀老者与海南的千里之约
“患者找到我，就是想解决问题，我不能浪费他们的时间”

他将海南唤作“第二故乡”
“让口腔科真正成为海南老百姓心里响当当的重点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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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沪琼人才交流的桥梁
“把技术留给海南，才是我们来的真正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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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士的天涯之约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
口腔医学中心主任、海南省首
个口腔颌面外科院士创新团
队中心负责人张志愿。

张志愿在海南西部中心医院为患者义诊。
本文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陈若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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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面对疫情带来的严峻挑战，
碧桂园及时把握城市轮动复苏机遇，打造
适销产品，加大营销力度，推出线上营销
等创新措施，实现了规模稳步增长，全年
累计实现归属公司股东权益的合同销售
金额约5706.6亿元，较2019年同比增加
3.3%；归属公司股东权益的合同销售建筑
面积约6733万平方米，较2019年同比增
加8%。统计显示，2016年至2020年期
间，公司权益合同销售金额复合增长率达
到25%。

销售增长的同时，公司继续狠抓回

款，实现权益物业销售现金回笼约5193
亿元，权益回款率达到91%，已连续5年
高于90%，居行业较高水平。

目前，中国房地产调控已进入一城一
策、一企一策的精细化管控新阶段，尤其
去年8月启动的“三道红线”融资新规，以
及今年1月开启的房地产贷款集中管理制
度，均是对行业融资的颠覆性监管，其目
标是引导金融机构资金向稳健的优质企
业倾斜。

“三道红线”指标分别为“剔除预收款
后的资产负债率大于70%、净负债率大于

100%、现金短债比小于1.0倍”，若三线同
踩则位居“红档”，连踩两线则位居“橙
档”，只踩一线则为“黄档”，三线未踩则为

“绿档”。
在公司看来，“三道红线”融资新规有

助于房地产行业长期向好，也有利于资产
质量优秀的公司持续经营。早在 2018
年，碧桂园提出“行稳致远”全新战略，将
稳健经营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将财务风险
牢牢锁在笼子里，这与国家层面对于房地
产行业的调控目标保持着高度一致性。

去年以来，公司继续优化资产负债

表，优化资本结构，截至去年末的“净负债
率”为55.6%，远低于100%的标准线；“现
金短债比”为1.9倍，远高于1.0%的标准
值；“剔除预收款后的资产负债率”微弱高
于70%的指标线。管理层也在发布会上
表示，公司整个负债规模会在2021年、
2022年逐步下降，有信心在2023年6月
30日前达标回绿。

截至目前，公司已经连续多年保持净
负债率低于70%这一指标，这在行业的高
杠杆发展周期，以及公司的快速发展阶
段，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碧桂园公开“三年增长”计划
未来三年年增至少10%

碧桂园控股有限公司（以下
简 称“ 碧 桂 园 ”，股 票 代 码
02007。HK）于 3 月 25 日披露
2020年度业绩报告，尽管新冠疫
情之下压力重重，集团连同其联
合营公司，实现归属于集团股东
权益的合同销售额约5706.6亿元
（人民币，下同），合同销售面积约
6733万平方米。无论权益销售
金额还是销售面积，都继续保持
了同比稳步提升。在第三方机构
的统计中，碧桂园仍保持全口径
销售额行业第一的领先地位。

年报发布会上，碧桂园集团
总裁莫斌表示，公司有信心未来
三年每年录得10%以上的权益销
售额增长，并保持各项经营指标
同步增长。

此次碧桂园公开“三年增长”
计划，向市场明确传递了龙头房
企对未来发展的信心和底气。而
公司强劲的经营状态、持续稳健
的财务水平、充足且优质的土地
储备、以及强大高效的组织队伍，
为碧桂园实现“未来三年年增
10%”的目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报告期间，碧桂园实现总营

业收入约 4629 亿元，毛利约
1009亿元，净利润约541亿元，
表现不俗。公司董事会建议派发
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币24.98 分，
2020年全年合计每股派息人民币
45.53分，全年派息总额占股东应
占核心净利润31%。2020年，碧
桂园继续履行回馈社会的郑重承
诺，全年完成纳税总额653亿元。

截至去年12月31日，集团权
益可售资源合计约2.25万亿元，
充足的土地及现金储备，为集团
持续稳健开展业务提供坚实保
障，亦是应对行业周期波动的殷
实家底。

与此同时，受惠于多年以来
保持的财务纪律，即便在疫情冲
击的2020年，碧桂园的财务盘面
仍旧呈现扎实、稳健的风格，抗风
险能力极强。数据显示，截至报
告期末，公司可动用现金余额达
1836亿元，资金保障能力好；净
负债率仅55.6%，远低于行业平
均水平，在TOP5头部房企中亦
处低位；综合融资成本仅5.56%，
今年初新发行美元票据更录得
2.7%的超低票面利率。

“三道红线”和房地产贷款集中管理
等融资新规的实施，让房企融资环境发生
极大变化，所幸碧桂园的杠杆水平一直处
于行业低位，融资渠道依旧畅通。去年截
至报告期末，集团的平均融资成本为
5.56%，较2019年底下降78个基点。

2021年1月发行的5亿美元5.5年期
票据和7亿美元10年期票据的利率更是
分别为2.7%、3.3%，创民营房企发债融资

成本之新低。在行业整体融资趋紧的背
景下，碧桂园以超低成本发债融资，充分
显示集团稳健的财务盘面在资本市场上
拥有的竞争实力。

截至去年末，集团有息负债总额为
3265亿元（含银行及其他借款、优先票据、
公司债券和可转股债券），同比减少
11.7%；其中需于一年以内偿还的短期有
息债务约962亿元，债务结构合理，资本

结构进一步优化。
基于良好的经营情况、稳健的财务管

控，碧桂园备受评级机构认可。报告期
内，公司获得穆迪上调发行人及高级无
担保债券评级至投资级、标普上调公司
长期主体信用评级展望至正面两项成
果，进一步降低融资成本，获得更多投资
者的青睐。

截至目前，穆迪、惠誉两家国际评级

机构已给予公司“投资级”评定，标普主体
评级展望为正面，离“投资级”仅一步之
遥，公司已成为罕有的同时获得穆迪和惠
誉两家机构“投资级”评级的民营房地产
上市公司。

同时，公司也自2017年起连续四年
入选《财富》杂志世界500强企业，且排名
较2019年攀升30位，至147位，位居全球
房地产行业之首。

数据来源：企业公告

债务总额下降，融资成本再创新低

杠杆处行业低位，净负债率低至55.6%A

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