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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袁宇

“党代会报告提出‘建设更高水
平的健康岛’对超级医院的发展也
是一个重大机遇。”博鳌超级医院党
支部书记、副院长陈开安表示，省
委更加重视健康事业，对大家是一
个很大的鼓舞，也让大家更有信心、
更有决心，为健康海南多作贡献，“超
级医院从 2018 年 3 月开业，这几年

依托乐城先行区发展迅速，品牌效应
初步凸显。”

陈开安介绍，通过“1+X”模式，超
级医院已经初步打造一个共建共享的
医疗平台，全国医疗团队都可以入驻并
使用医院的高端设备，“目前已有李兰
娟、郑树森、张学军、葛均波等22个院
士专家团队入驻，专家库达到300多
人，形成了一个超级平台。”

大量专家团队的入驻，进一步支持

博鳌超级医院引进使用国际创新药械，
服务患者健康的信心。据介绍，博鳌超
级医院已完成88个特许药械品种在国
内的首例应用，并启动了20项真实世
界研究项目，与世界上有名的药械厂商
都建立了合作，创新药械落地数量与质
量均有极大发展。

“我们也将积极把握省第八次党
代会召开这一机遇，继续加大投入完
善平台建设，促进发展。”陈开安说，目

前医院科室设置还不够完善，未来希
望引进更多国际顶尖医疗团队，引进
更多高精尖技术，增加泌尿科、妇科、
罕见病等科室，开展更多新项目，更好
实现“患者不出国”这一重大目标。“我
们将继续加大特许药械引进和使用，
深化与厂商的合作，通过先行先试加
快推动创新药械落地全国，让更多患
者受益。”

（本报海口4月28日讯）

周长强：省卫健委将主要从六
个方面着手发力。一是围绕影响人
均寿命的因素，实施有关防治行动，
提升人均预期寿命。二是对标自贸
港“全岛封关运作”公共卫生风险防
控，织牢公共卫生网。三是围绕“小
病不进城、大病不出岛”，构建优质
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四是大
力发展健康产业，一方面充分发挥
乐城先行区作用，促进更多医疗消
费回流，另一方面充分利用海南生
态优势，打造康养、气候医学、健康
养老、健康旅游等业态。五是实施
中医创新以及中医提升工程，利用

海南南药的独特优势，把海南的中
医药打造成中国中医药走出国门、
走向世界的重要窗口。六是在医疗
服务体系、制度集成创新、管理体制
机制等方面先行先试，构建海南现
代化的卫生健康治理体系。

顾刚：乐城先行区已经迈入高
质量发展新阶段，未来将进一步深
化制度集成创新，不断深化医药服
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吸引医
疗消费回流，营造优质营商环境，
加大对医疗药械企业的吸引力，提
升为患者服务的能力和水平，努力

实现让“国人大病不出国”这一重
大目标。具体来说，目前乐城先行
区已经引进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
院附属瑞金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
院、树兰医院，并与上海交大医学
院合作共建上海交大医学院海南
国际医学中心。相信未来两到三
年时间内，乐城先行区将构建起医
教研一体化发展格局，在补齐海南
医疗短板的同时助推康养等产业
转型升级。此外，乐城先行区也将
与海口高新区以及其他产业园区
联动，打造“前店后厂”模式，用好
用活特许药械政策。

骆清铭：党代会报告提出建设
更高水平的健康岛，充分体现了省
委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其中
特别提到，要实施好全球“全健康”
海南示范项目，给海南大学服务建
设更高水平的健康岛指明了方向。

全健康涉及人类、动物、食品、
环境等方面，是跨学科、跨地域协作
和交流的新策略，致力于共同促进
人和动物的健康，维护和改善生态
环境。在海南推行全健康具有得天
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政策优势和
应用场景优势。海南大学为了推进
全健康理念在海南落地，集中生命
科学、药学、生物医学工程、动物科
技、食品科学和技术、法学、公共管
理等方向的科研力量，成立了全健
康协同创新中心和全健康研究院，

目前已聚集了7名国家级人才。另
外，在省发改委等部门的大力支持
下，我们正在加快建设生命医学与
健康研究中心、新药筛选与评价平
台、海南大学协同创新中心等重大
科研平台。下一步，我们将深入贯
彻落实省第八次党代会重要精神，
以全健康协同创新中心为依托，汇
集一批顶尖人才，打造全健康领域
国家科技战略力量，推动构建海南
全健康治理体系，助力海南健康岛
建设，形成国际示范效应。

杨俊：海南医学院作为海南唯一
一所医学院，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健康
岛培养高素质人才，责无旁贷。未
来，我校将加快建设热带特色鲜明的
国际化高水平医科大学，从5个方面

着力构建高质量人才培养体系。一
是高标准做好学校发展顶层设计，以
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加快破
解高水平人才队伍和高水平学科的
结构性矛盾；二是以更名医科大学为
抓手，全面提升内涵建设，培育国家
级教学科研成果，加快构建国际化办
学治校新格局；三是突出临床与基础
融合，推行临床学院与附属医院院院
合一，加快构建高质量临床医学人才
培养新体系；四是深化医教研协同，
务实推进与省卫健委的全面战略合
作，把学校打造成全省全科医学、毕
业后医学教育、继续医学教育培训中
心。五是建设高水平公共卫生学院
和热带医学院，培养具有全健康理念
和技能的医学人才。

（本报海口4月28日讯）

高校可以为建设
更高水平的健康岛提
供哪些助力？

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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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陈蔚林 袁宇

人民健康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基
础，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
志，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追求。

省第八次党代会报告提出，未来
五年要建设更高水平的健康岛，深入
推进健康海南行动，确保实现“人均预
期寿命达到81岁，主要健康指标走在
全国前列”的目标。

要建设更高水平的健康岛，海南
的基础如何，各方应该怎么发力？海
南日报《党代表圆桌会》邀请省卫健
委主任周长强，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
疗旅游先行区管理局局长顾刚，海南
大学校长骆清铭，海南医学院党委书
记杨俊等4位省第八次党代表发表
见解。

结合党代会报告和您
所在的行业领域，您认为
海南是否已经具备建设更
高水平的健康岛的基础？

问：
1

周长强：过去五年，我省卫生健
康事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突出
体现在疫情防控卓有成效、医药卫
生体制改革全面深化、医疗服务体
系不断完善、公共卫生服务和重大
疾病防控能力明显提升、国家卫生
城镇创建成效显著、健康产业持续
快速迈上新轨道、健康扶贫工作成
效得到巩固等几个方面。其中值得
一提的是，在优质医疗资源引进方
面，我们深化与49家优质医疗资源
的帮扶合作，本省新开展的医疗技
术数量大幅度增加，心血管、神经、
骨科、内分泌、儿童、眼科等多个专
业的疑难疾病在岛内就能得到救

治，初步实现“大病不出岛”。在医
疗机构基础设施改善方面，我们投
入23亿元开展1274个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标准化建设，初步建成“15分
钟城市健康圈、30分钟乡村健康
圈”，群众就医获得感明显增强；实
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标准化建设、
基于5G物联网的基层能力提升工
程和基层激励机制等综合改革，基
层业务用房和医疗设备配备实现标
准化，信息化水平实现领先，基层技
术、诊疗、药品、人员配备加快实现
规范化，“小病不进城”的目标加快
实现。这些成绩的取得，为建设更
高水平的健康岛打下了坚实基础。

顾刚：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
旅游先行区有国内独一无二的“国
九条”政策，在近三年已基本突破了
政策落地的瓶颈，从政策高地走向
平台高地。截至目前，乐城先行区
已引进超过210种未在国内上市的
创新药械临床使用，乐城药械展吸
引810多种国际创新药械产品落地
布展，成为国际创新药械率先进入
中国市场的最主要通道，基本实现
医疗技术、设备、药品与国际先进水
平同步，比预期的2025年提前近3
年实现目标。我们相信乐城先行区
能够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健康岛发挥
积极作用。

党代表结合自身工作热议建设更高水平的健康岛

身在健康岛 大病不出岛

博鳌超级医院副院长陈开安：

为健康海南多作贡献

您所在的部门下
一步将采取什么举措，
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健
康岛贡献力量？

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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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4月28日讯（记者昂
颖）“过去五年，海南砥砺奋进取得重
大成就，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令人
鼓舞、催人奋进。”4月28日，省第八
次党代会代表，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
植物研究所海南分所党委副书记孟慧
在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报
告谋划部署未来五年工作科学务实，
其中提到的“打赢科技创新翻身仗”的
目标，对于科技创新引领南药产业升
级等方面具有很好的指引作用。

孟慧表示，作为一名专业技术
人员，她将攻坚克难，努力钻研业
务，深入一线调查研究，重点加强南
药领域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
着力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率，“未来
五年，我将继续和药植所海南分所

技术研发团队一道，在前期研究基
础上发展规模化南药种植产业，以
沉香、降香、益智等道地药材作为发
展重点，开展南药林下种植、野生抚
育和仿野生栽培等生态种植，推动
提升南药种植科学化、规范化水平，
助力将海南打造成中医药走向世界
的窗口。”

对于报告提到的“实施中医药振
兴发展工程”，孟慧建议，海南可在南
药绿色生态种植与综合开发利用方面
持续发力，建立药材质量评价标准体
系，培养药材加工人才，优化药材深加
工工艺，开展中药饮片、保健食品和精
油等深加工生产，延长南药产业链，提
高南药附加值，聚力打造海南“特色南
药”新名片。

党代表孟慧：

打造海南“特色南药”新名片

本报海口4月28日讯（记者陈
蔚林）“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考察海南重要讲话精神和省第
八次党代会精神，充分发挥高校在科
技创新上的主体作用。”4月28日，省
第八次党代会代表，海南师范大学党
委副书记刁晓平在接受海南日报记者
采访时说。

刁晓平介绍，当前，海南师范大学
在热带海岛生态保护、海岛资源开发
利用、数据科学与智慧教育、激光技术
与光电功能材料等领域形成了科研优
势，打造了以热带岛屿生态学、热带药
用资源化学、数据科学与智慧教育等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为代表的科技创新
平台体系。

下一步，海南师范大学将不断完
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充分调动各类
创新主体和科技人才的积极性，加大
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探索更高质量、更
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科技创
新发展之路；坚持以国家生态文明试
验区等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海南自贸
港发展需求为导向，以筹建热带海岛
生态保护和资源利用省部共建国家重
点实验室为契机，深化学科交叉融合，
打造高水平科技创新团队，推进高水
平科技成果产出。

党代表刁晓平：

打造高水平科技创新团队

本报海口4月28日讯（记者袁
宇）“报告很多语言很接地气，指导性
很强。”4月28日，省第八次党代会代
表，万宁市人民医院检验科副主任张
畅在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说，报
告将人民群众的健康放在重要位置，
让她很受鼓舞。

作为来自医疗行业的党代表，张
畅十分关注党代会报告中与健康有关
的内容。对报告中提到的“建设更高
水平的健康岛，深入推进健康海南行
动，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1岁”，张畅充

满期待，她说，海南有着得天独厚的康
养条件，省委高位推动健康事业高质
量发展，将让广大海南居民更好享受
到发展红利。

“基层医疗机构仍然存在人才力
量不足的问题，也希望能加大基层医
疗机构投入，充实基层医务人才储
备。”张畅期待未来能在加大人才引进
力度的同时，也能加大本土医疗人才
的培养力度，通过项目合作的方式，让
本土医疗人才得到锻炼、提升，为健康
海南建设打下牢固基础。

党代表张畅：

充实基层医务人才储备

党代会·我从基层来

党代会·影像

来自企业的三位基层党代表周海姑、屈丽花、牛小娜（从左到右）围绕
自贸港建设讨论党代会报告。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4月28日，省第八次党代会在省人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代表大
会。图为代表鼓掌通过有关决议。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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