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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大力发展
“旅游+医疗”健康产业

■ 本报记者 刘婧姝 张文君 特约记者 方宇杰

东方市位于海南西部，气候干爽宜人，平均湿
度不超过60%，拥有134公里海岸线，八港七湾，
有高坡岭、马龙温泉等，阳光、海水、沙滩、温泉、热
带雨林资源丰富，具有发展医养、医美和康养产业
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12月30日，东方市有关
部门负责人说，东方市将以东方医院创建三甲医
院项目投入使用为契机，充分发挥现有资源优势，
以“旅游+医疗”模式，积极引进干细胞项目等医
养、医美和康养产业，大力发展健康产业。

生态环境优势吸引很多国内外企业的关注，
欲在东方市投资兴建医养、医美和康养产业项目，
东方市招商部门有关负责人，目前与企业正在洽
谈的大健康产业链项目有2个，分别是东方市高
坡岭温泉祥和谷项目、东方市医养结合产业集群
项目。海南沃延实业有限公司有意投资建设东方
市高坡岭温泉祥和谷项目，计划总投资30亿元，
建设用地550亩，项目分为运动康复、康养度假2
个板块，包括建设体育医院海南分院、禾零养生酒
店、齐瓦颂酒店、运动康复中心、亲子度假基地、黎
族文化馆，商业休闲街等。东方市医养结合产业
集群项目将按照“旅游+医疗”模式，建设集国际
医疗、静养疗休、休闲为一体的高品质疗休养公
寓，同时结合医养产业集群的功能定位，完善医疗
康养产业链体系及生活配套等。

“东方医院创建三甲医院项目的投入使用，
不仅能提升东方医疗水平，还将带动康养、医
美、制药、科研等医疗相关产业发展。”东方市
发改委副主任吉晓清说，东方将充分利用金月
湾和俄贤岭优势资源，围绕相关产业进行招商
引资。将走出去学习健康产业发达地区的经
验，把好的做法带回来，运用到东方的健康产业
实际工作中去，为东方以及海南的健康产业发
展作贡献。

“将充分发挥引进的上海市东方医院等国内
优质医疗资源效能，增强内生动力，不断强化服务
理念，为健康海南建设作出新贡献，推动东方医
养、医美和康养产业的发展。”东方市卫健委主任
张春梅说，将做好要素保障，全方位推动健康产业
发展。东方医院创建三甲医院项目北侧相邻地块
250余亩土地，现已规划为建设医疗健康产业项
目用地。 （本报八所12月30日电）

11月24日，由上海市东方医院胸外科
主任、主任医师陈国涵主刀，东方市人民医
院胸外科团队配合，东方市人民医院成功为
长胸腺瘤的吉某做剑突下入路单孔胸腔镜
胸腺瘤切除手术。这种手术容易对患者肋
间神经造成挤压损伤，术后患者易发生肋间
痛等并发症，难度不小。这台手术的成功实
施，标志东方市胸腔镜下微创手术跃上新台
阶。这是东方市打造海南西南部医疗健康
中心、市民在家门口治大病的一幕。

近年来，东方市探索实施医疗卫生体
制改革，整合医疗卫生资源，调整医疗卫
生机构布局，引进上海优质医疗资源，组
建网格化紧密型医疗集团，建设东方医院
创建三甲医院项目，构建“一个小时三级
医疗服务圈”“十五分钟医疗卫生服务
圈”，推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逐步
解决群众看大病难的问题。

“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大
胆改革创新，推动东方医疗卫生健康事业
高质量发展。”东方市委书记田丽霞说，对
表对标《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
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围绕建设三级甲
等综合医院和“小病不进城、大病不出岛”
的目标，大力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和
“一县（市）一院”建设，构建优质高效的紧
密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立健全现代医
院管理制度，全面提升全市整体医疗管理
水平、医疗技术水平和医疗综合服务能
力，着力打造海南西南部医疗健康中心。

■ 本报记者 张文君 刘婧姝
特约记者 方宇杰

“对表对标海南自贸港要求，落实
省委、省政府部署，引进上海的全国优
质医疗资源，整合本地医疗机构，推进
东方医院创建三甲医院项目建设，打
造海南西南部医疗健康中心。”12月
30日，东方市副市长张裕辉对海南日
报记者说，不仅满足40余万市民医疗
卫生服务需求，还要惠及乐东、昌江、
白沙等市县80余万居民，解决群众看
大病难题。

近5年来，特别是2020年以来，
东方市委、市政府坚持“人民健康为中

心”，高度重视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将
医疗卫生纳入建设海南西南部中心城
市和宜居宜游宜业热带滨海公园城市
的重要内容，确定“一个小时三级医疗
服务圈”“十五分钟医疗卫生服务圈”
的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目标，统筹谋划
落实。

东方市完善医院现代化硬件设
施，在东方医院创建三甲医院项目
加快建设的同时，在完善医院软件
方面下大力气。积极探索实施医疗
卫生体制改革，构建优质高效的紧
密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全面提升
医疗管理水平、医疗技术水平和医
疗综合服务能力。2021年6月1日，

东方市政府与上海市东方医院签订
合作办医协议，携手组建东方市医
疗健康集团。

整合医疗卫生资源，调整医疗卫
生机构布局，东方市将原东方医院整
建制并入原东方市人民医院，推进东
方医院创建三甲医院项目建设。进
一步整合全市医疗资源，创新实行

“一集团四医院两中心”“六统一”的
管理运行模式，东方市医疗健康集团
统一集中管理东方市人民医院、市中
医院、市妇幼保健院、公共卫生临床
中心（传染病医院）、以及120急救指
挥中心、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行政、
人员、财务、质量、药械、信息系统实

现“六统一”；建立临床检验、医学影
像远程会诊等六大共享中心。与上
海市东方医院互联互通，实行垂直管
理，实现医院管理一体化、医疗质量
同质化和医疗技术专业化，力争在与
上海市东方医院合作的5年内，推动
东方市人民医院成功创建三级甲等
综合医院。

上海市东方医院与东方市人民医
院建立互派援助机制和人才梯队建设
机制，完成东方医院创建三甲医院项
目科室建设和人才队伍整合，填补多
项技术空白，建成市医疗信息化中心，
打通各级医疗机构诊疗数据壁垒，初
步构建政府举办、部门监管、医院依法

自主管理的格局。东方市将与上海市
东方医院同心协力、通力合作，提升东
方医疗服务能力，力争在首期合作期
满时，使东方市人民医院达到三级甲
等综合医院标准，初步建成海南西南
部医疗健康中心。

东方市发挥东方医院创建三甲医
院项目头部带动作用，结合市域内紧
密型医共体建设，逐步把全市乡镇卫
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村卫
生室等纳入集团统一管理，提供一体
化医疗卫生服务，构建居家社区机构
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
体系。

（本报八所12月30日电）

东方建设城乡一体医共体
城乡居民共享优质医疗服务

家门口看病 省心又省钱
■ 本报记者 刘婧姝 张文君 特约记者 方宇杰

近2年来，东方市确定“一个小时三级医疗服
务圈”“十五分钟医疗卫生服务圈”的医疗卫生事
业发展目标，整合医疗卫生资源，调整医疗卫生机
构布局，组建东方市医疗健康集团，建设市域内紧
密型医共体，逐步把全市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站）、村卫生室等纳入集团统一管理，为全
市城乡居民提供一体化优质医疗卫生服务，力争
实现“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岛”。

陈志辉是东方市感城镇感北村卫生室的村
医，从1995年至今，见证26年来东方基层医疗卫
生的变化。12月24日，他对海南日报记者说：

“过去村卫生室简陋，如今就医条件得到大改善，
配备村医通、综合服务终端等，具备5G远程医疗
会诊条件。”今年7月，有高血压病史的村民麦某
吃降压药后还头晕，赶到村卫生室看病。他为麦
某量血压后，通过5G远程会诊与感城镇卫生院
联系，在镇中心卫生院医生胡定斌指导下，他开药
给麦某吃，麦某在家门口就能治病。

近年来，东方共投入1.115亿元，完成东方市
第二人民医院、江边卫生院等6个乡镇卫生院基
础设施建设、172个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以及46
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标准化建设。配齐村卫生室
基本诊疗设备，为乡镇卫生院购置完善诊床、病
床、电脑等医疗设施和办公设备，基层医疗机构设
施硬件基本达标。

东方市推进感城、东河等4所乡镇卫生院和8
间村卫生室与省市两级远程诊断和监护模式连
接。2020年8月，东方市人民医院与各乡镇卫生
院建立微信工作群，帮助各乡镇卫生院诊疗。今
年9月的一天，板桥镇文质村李某胸痛，到板桥镇
卫生院看病。镇卫生院有关负责人文明霞把李某
心电图发到微信工作群，东方市人民医院值班医
生看到后，立即远程指导用药，及时为李某治疗，
控制病情。

“东方医院创建三甲医院项目投入使用，将为
东方建设城乡一体医共体提供技术和人才保障，
让先进的医疗设备和医疗技术更好地服务城乡居
民。”东方市卫健委主任张春梅说，将依托东方医
院创建三甲医院项目，加快建设紧密型医共体步
伐，构建市、乡镇、村居三级联动的医疗卫生服务
共同体系，推动医疗卫生资源合理配置和纵向流
动，实现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大幅提升。

（本报八所12月30日电）

东方引进上海优质医疗资源，组建网格化紧密型医疗集团，打造海南西南部医疗健康中心

名医登门诊治 共享优质医疗
■ 本报记者 张文君 刘婧姝 特约记者 方宇杰

上海市东方医院是三级甲等
综合医院，急诊医学、心血管外科
学、心血管病学、神经病学、消化
病学、肿瘤学、重症医学等11个学
科排全市前5名，全国排名靠前。
上海市东方医院发挥自身优势，
植入优质医疗资源，传授“真经”
帮扶，带动东方市人民医院建设
优势学科。

“学科建设是医院的灵魂，是
提升医院核心竞争力的关键，专家
名医又是支撑优势学科的支柱。”
东方市人民医院院长张蔚翔说，今
年6月以来，上海市东方医院接受
东方市医疗健康集团分批选送的
112名专业技术人员进修学习；上

海市东方医院各科室主任兼任东
方市医疗健康集团管理的医院学
科带头人、科室负责人。

东方市人民医院存在学科划
分不细致、不规范等问题，在上海
市东方医院帮扶下，现细分内分泌
科、肾内科、肿瘤血液科、消化内
科、神经内科、泌尿外科、神经外
科、重症医学科等40多个科室，打
造心血管内科、神经内科、消化内
科、重症医学科、泌尿外科等省级
重点学科。经过上海市东方医院
帮扶后，该医院于今年8月26日通
过中国胸痛中心基层版验证。双
方正联手筹建胸痛、卒中、创伤、危
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救治等五大医

疗中心（国家标准版），计划3年至
5年建成。

东方医院创建三甲医院项目
一期投入运用，现代化设施为上海
市东方医院帮扶东方市人民医院
创造良好的条件，植入优势学科资
源，谋划创建全国一流水平的重点
学科。

“在急诊医学方面，上海市东
方医院将帮扶东方市人民医院打
造全国创伤医疗中心；在心血管病
学方面，上海医疗专家将到东方指
导做心脏冠脉造影、心脏支架植入
等手术。”东方市人民医院党委书
记陈兰说，上海医疗专家将陆续到
东方传帮带，帮扶东方市人民医院

等医院建立优势重点学科，提高东
方市整体医疗水平。

上海市东方医院把智慧医疗
精细化管理经验植入东方市医疗
机构，以东方市人民医院信息平
台为基础，搭建东方市医疗信息
化中心，打通全市各级医疗机构
诊疗数据壁垒，进一步完善东方
市分级诊疗、疾病预警、公共卫生
管理等。上海市东方医院医务部
主任陈兴屹说：“利用信息化平台
开展远程会诊、远程手术指导、远
程培训、远程读片、远程病理分析
等业务，推动临床技术、医院管理
同质化提升。”

（本报八所12月30日电）

传授“真经”帮扶 建设优势学科

“上海市东方医院植入优质
管理和医疗技术资源，与东方市
的医疗机构建立互派援助机制和
人才梯队建设机制，完成三级医
院项目科室建设和人才队伍整
合，填补10余项东方市医疗技术
空白。”东方市副市长张裕辉说，
东方市医疗健康集团建成市医疗
信息化中心，打通各级医疗机构
诊疗数据壁垒，节约信息化建设
资金3000万元；创新采用“分类
打包”模式购置医疗设备，节约采

购资金 1亿元，初步构建政府举
办、部门监管、医院依法自主管理
的格局。

“将提升医疗服务能力作为
重中之重，积极学习借鉴上海市
东方医院成熟的管理方法和管理
模式，东方市医疗健康集团与上
海市东方医院互联互通，实行垂
直管理，实现医院管理一体化、医
疗质量同质化和医疗技术专业
化。”东方市卫健委主任张春梅
说，力争在首个5年合作期内，东

方市域内就诊率达到90%左右、
住院率达到85%左右；新增省级
临床重点专科5个、市级重点学科
2个以上；着力培养一批在全省乃
至全国有影响力的专家和名医。
合作期间，努力使东方市人民医
院达到海南省三级综合性医院的
标准。

建立健全“沪属琼用”和人才
引进机制，联合海南和上海市东方
医院规培基地，开启院校联合定向
委培工程，填充东方市医疗人才蓄

水池。今年6月，东方市人民医院
神经内科医生陈惠昌到上海市东
方医院跟班学习，“在上海学到很
多新技术。”他深有感触地说，以往
只知道通过脑血管造影发现脑血
管梗塞的部位，对脑梗死患者治
疗；现在能够采用脑血管灌注成像
技术精确定位脑血管梗死体积，实
施精准治疗，提高治疗成功率。今
年10月底，在东方市人民医院竞
岗中脱颖而出，被选为神经内科主
任、学科带头人。

植入优质资源 创新管理模式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
案》提出“构建网格化紧密型医疗
集团，促进资源下沉、医防融合”的
要求；《海南省“十四五”卫生健康
规划》确定“初步建成国家医学中
心海南分中心、国家和省级区域医
疗中心，形成‘省级有高峰、市县有
高原、基层有高地’的医疗卫生服
务体系格局”的目标。近年来，东
方市委、市政府对表对标海南自贸
港要求，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大
胆改革创新，探索实施医疗卫生体
制改革，引进上海的全国优质医疗
资源，取得显著成效。

12月31日，东方医院创建三
甲医院项目一期投入运用。该项
目总投资17.43亿元，总建筑面积
17 万平方米，其中一期投资 7.9
亿元，占地面积249亩，建筑面积
7.9万平方米，配备现代化医疗设
备，设置科室 40 余个，床位 600
张。如何把一所现代化设施的大
型医院，短时期成功创建一流水
平的三级甲等综合医院？这是一
个难题。

东方市委、市政府以改革创
新破解难题，早在一年前就开始
布局探索实施医疗卫生体制改

革，2020年 12月，东方市委书记
田丽霞和省卫健委领导带队拜访
上海市东方医院；2021年3月，上
海市东方医院刘中民院长带队到
东方市考察，双方研究商议合作
办医事项。2021年6月1日，东方
市政府与上海市东方医院签订合
作办医协议，携手组建东方市医
疗健康集团。东方医院创建三甲
医院项目竣工后，由东方市医疗
健康集团运营管理。

今年6月，上海市东方医院开
始帮扶东方市人民医院，专家教授
通过远程诊疗和现场指导，传授医

疗、护理新技术，迅速提高东方市
整体医疗水平，填补多项东方医疗
技术空白。10月10日，上海市东
方医院泌尿外科主任、主任医师、

“国之名医”杨国胜在东方市人民
医院医疗团队配合下，为78岁患
者吴某做经尿道等离子前列腺剜
除手术，比较以往的经尿道前列腺
电切手术，容易出现切除增生腺体
有限、出血多、术后复发概率高等
问题，但医术精湛的杨国胜切除增
生腺体干净、止血彻底、损伤较小，
在东方乃至省内同等级医院中填
补医疗技术空白。

大胆改革创新 提升医疗技术

东方引进优质医疗资源，整合本地医疗机构，增强辐射功能

打造海南西南部医疗健康中心

东方市人民医院门诊大厅。

东方市人民医院远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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