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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人民医院努力找到疫情防控与医疗保障服务平衡点，坚持“一手撑伞一手干活”

坚守医者初心 践行使命担当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背景下，
公立医院承担着民生事业发展和
营商环境优化的双重职责。办好
公立医院，坚持公立医院姓“公”，
以服务质量为导向，确保公益性的
基本属性不变。

在向着医学高地迈进的过程
中，省人民医院始终坚持公立性的
主导作用，着力打造具有医疗攻关
能力、创新研究能力、社会服务能
力于一体的医院。

“抗疫”是海南省人民医院
的头等大事。省人民医院努力
找到疫情防控与医疗保障服务
的平衡点，“一手撑伞”的同时

“一手干活”。“在做好疫情防控
下，务必要保障急危重症患者的
救治！”省人民医院党委书记姜
鸿彦说，对每一位急危重症患者
都必须救治，须臾不停歇，一刻
不懈怠。

为了满足急危重症、新生儿及
孕产妇救治需求，8月15日省人民
医院开设了急诊第二诊区，主要接
诊对象为不符合第一急诊区的急

诊患者。开设当天便接诊了58名
急诊患者，为3名急危重症患者开
通了绿色通道。

来自海口的癫痫患者林女士
长期依靠药物维持，原本计划本周
来医院复诊，但因为疫情不能如期
到院复查。幸好得益于海南省人
民医院互联网门诊，解了林女士的
燃眉之急。

“复诊患者可以通过互联网医
院，把相应的结果发给医生看，医
生调整用药，在线上给患者开具处
方，药物便可以寄到患者家里。”省
人民医院医务部部长王琳介绍，互
联网门诊通过在线咨询，成为患者
和医生的链接渠道，医生问诊之后
通过开具医嘱和处方，通过互联网
医院的方式可以实现送药到家，实
现线上就诊闭环。

在抗击疫情一线也处处可
见省医人的身影。为坚决阻断
新冠疫情传播，有效遏制疫情扩
散和蔓延，该院领导班子立即启
动应急响应，重新调整了新冠肺
炎防控领导小组。每日召开新

冠疫情例会，听取各工作小组情
况汇报，对疫情形势进行研判分
析，坚决果断迅速控制本轮疫
情，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保障医
疗安全。

在抗疫一线的战斗中，海南省
人民医院成立了三亚核酸应急采
样队临时党支部，以党建为引领，
攻坚克难，筑牢战疫“红色堡垒”。
在党支部的领导下，队员们不畏骄
阳与风雨，辗转在各个抗疫一线阵
地间，以实际行动彰显省人民医院
的责任和担当。

今年第二届消博会期间，省
人民医院特别抽调了急诊、心内、
骨科等骨干医护人员，在展会现
场设置现场医疗站，负责区域内
参展人员的现场医疗保障。另设
置专家组每日到各个展馆巡馆，
提供现场医疗指导、技术支持及
中英双语服务。作为消博会的后
备保障医院，院内还成立了院内
医疗保障组，承担起消博会参会
工作人员在医院的门急诊、住院
等医疗救治工作。

公立医院是海南医疗卫生服
务提供的主体，办好公立医院既是
改善民生的需要，也是优化营商环
境的重要举措。

今年7月，在第四代达芬奇机
器人的再次助力下，海南省人民医
院肛肠外科团队为73岁的曾先生
实施结直肠癌NOSES手术。达芬
奇机器人的辅助让结直肠癌的微
创手术如虎添翼，手术更加微创
化、精准化。手术4天后曾先生便
顺利出院。

目前，肛肠外科已为多个80
岁以上高龄结直肠癌患者施行机
器人手术，高龄结直肠癌患者的根
治手术已不再是“禁区”。自2020
年独立完成省内首例第四代达芬
奇机器人手术以来，海南省人民医
院已开展了420例手术，成为海南
省人民医院学科建设高速发展的
一个生动缩影。

2021年2月18日，省委省政
府印发《海南省人民医院综合改革
方案》，省人民医院深入贯彻落实
省委省政府改革的部署，挂图作
战、按表推进，推动全面改革开放
生机勃勃，综合改革顺利开局、蓬
勃展开。

方案实施以来，省人民医院逐

步取消行政级别，实现“一总量四
自主”（人员总量，自主内设机构、
自主招聘、自主评聘、自主绩效分
配），制度集成创新不断加快，医院
运行效率明显加快。

“省委省政府以自贸港发展为
立足点，高标准定位医院战略目
标，将省人民医院打造成为与高水
平建设国际自由贸易港目标相匹
配相适应的医学新高地。”姜鸿彦
表示。

锚定这一目标，省人民医院持
续发力，以“七大中心、两大基地”
建设为根本，以心脑血管疾病、神
经科学、肿瘤疾病、肾脏疾病等学
科为重点的发展战略，打造重症、
麻醉、医学影像、临床检验等平台
专科建设，强化发展精准医学、转
化医学。

目前，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评
审，16个学科（器官系统疾病中心
6个学科，优势学科3个，培育学科
5个，扶持学科2个）成为指定建设
学科，其中肾脏疾病中心已获批；
经国家卫生健康委认定，省人民医
院取得人体器官移植执业资格。

获得国家肝肾移植资质证书
后，2021年12月1日医院完成第
一例同种异体肝移植手术。

“如果不做肝移植，没有更好
的办法延长生命。”海南省人民医
院器官移植负责人朱晓丹教授回
忆道，患者因为酒精性肝硬化终末
期，慢性肝功能衰竭，生命危在旦
夕。而通过肝移植，把患者从死亡
边缘拉了回来，海南省人民医院书
写生命奇迹。

此外，省人民医院还围绕区域
重点疾病，加大特色专科和优势学
科建设力度，坚持“内科外科化、外
科微创化、微创精准化”的发展方
向，增强医院核心竞争力及医疗技
术服务能力，同时打造康养、保健、
传统医学相关的特色专科，提升医
院满足群众多方面健康需求的能
力。

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机
遇窗口下，省人民医院与上海交通
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合作运
营博鳌研究型医院，推动医院关键
核心技术突破，努力打造学科建设
对外开放新高地。迄今为止，在乐
城院区获批特许药械项目25项，
开展真实世界研究3项。其中完
成麦默通“锐妍”双向真空辅助乳
房活检与旋切系统的全球首例手
术，完成急性髓系白血病特药吉瑞
替尼等20例全国首例应用。

扛担当 强化公益责任使命

医疗服务既关乎民生，也关乎营商环
境。省人民医院坚持以患者为中心，下大
力气狠抓医疗服务，推动医疗质量与安全、
服务效率全面提升。

目前，省人民医院借助信息化手段已
全面实现门诊及住院医疗电子票据上线服
务、门诊慢病医保线上审核、门诊核酸检测
线上预约，推广应用9种线上挂号方式以
及线上7种支付渠道，提高门诊预约诊疗
率、方便患者支付，显著减少患者等候时
间。2021年，省人民医院全院平均预约诊
疗率达70.84%，全院门诊患者预约后平均
等待时间为22.44分钟。

省人民医院还应用信息技术完成了
门诊信息查询、排队提醒、门诊医嘱电子
签名、院内导航等便民信息产品的开发
应用，全面实现门诊及住院医疗电子票
据上线服务，实现全国范围门诊异地就
医直接结算，扩大门诊医保结算业务，增
加退款渠道，强化院前院中院后全流程
全病程管理，实现“让信息多跑路、群众
少跑腿”。

今年6月30日，海南省人民医院“互
联网+护理服务”正式上线，以“线上申请、
线下服务”的模式，为不同层次、不同疾病
的出院患者提供上门优质护理服务。家住
海口市龙华区的胡先生通过海南省人民医
院小程序下单预约上门护理服务，很快就
收到了医院静脉治疗专科护士的电话。经
过沟通确认服务需求和情况后，护士按照
约定的时间来到胡先生家中为其孩子提供
了输液港维护的上门服务。“护士上门服
务，省去了我们外出、挂号、排队等繁琐的
程序。除了维护导管，还指导了很多平时
照护时的知识与技巧，给了我们很大的帮
助和方便。”胡先生说。

围绕“互联网＋护理服务”的工作特
点，海南省人民医院建立了包括出诊流程、
出诊护士资质准入管理、服务评价考核、风
险管理等方面的服务管理体系。在探索推
进“互联网+护理服务”工作的过程中形成
了具有可推广意义的公立医院自主运营管
理模式。截至目前，“互联网+护理服务”
已开展24单服务。

结合老年人就医特性，省人民医院还
设置了一站式老年人就医服务中心，集中
设置老年人就诊区域，安排专人导医，优化
老年人就医流程，切实解决老年人看病难
的问题。设置门诊一站式综合服务中心、
一站式住院服务中心集中解决群众就医问
题，简化检查、住院流程。目前入院办理时
间由原来平均30分钟缩短至10分钟；常
规入院检验、彩超、心电图、CT平扫由原来
1-2 天缩短至 24 小时内一站式完成。
CT/MR增强由原来3-9天平均缩短至3
天。

今年年初，海南省人民医院以科技
驱动制度集成创新为核心，开展基于“区
块链+卫生健康”国家创新应用试点。通
过数字医师身份认证平台、电子处方流
转平台、药品溯源平台建设，实现线上线
下、院内院外医疗健康数据的共享，提供
健康医疗大数据可信存储、合规分享和
数据全流程可溯源，从而赋能海南省人
民医院综合改革，成为全国公立医院改
革的样板。

以人为本，以五新四全为愿景，以四
个再造为牵引，海南省人民医院正构建未
来智慧医院，实现“75443”的信息化建设
目标。实现“三无、四化”体系，全面建成
智慧医院，以智慧医院标准为依托，开
启互联网+医疗健康的全新诊疗模式，实
现医疗信息协同共享，构建全人全程可
及连贯的服务模式，打造国际一流的医
学中心。

姜鸿彦表示，医院将继续紧扣综改
方案，结合能力提升建设年活动，在人才
引培、学科建设、医疗质量管理、信息化建
设等方向继续发力，推动全院数字化转
型，强化数字疗法研究及应用，努力提升
患者就医满意度，让改革红利更好惠及全
省人民。

（撰文/元宇 冯琼）

同时间赛跑，与病毒较量
——

海南本轮疫情发生后，在抗
击疫情一线，处处可见海南省人
民医院医护人员的身影。该院
成立了三亚核酸应急采样队临
时党支部，筑牢战疫“红色堡
垒”。队员们不畏骄阳和风雨，
辗转在各个抗疫一线阵地间。

为急危重症患者开通绿色
通道，开设互联网门诊……始终
坚持公立性的主导作用，省人民
医院党员干部身先士卒，积极投
入疫情防控一线等重大社会公
共事务保障工作中，以实际行动
彰显担当。

与此同时，近年来，海南省
人民医院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
深入开展医院综合改革，大力推
动特色专科和优势学科建设，不
断提升医疗服务能力与服务质
量，为海南群众提供高质量的医
疗服务，助推实现“大病不出
岛”，全面提升患者获得感、幸福
感与安全感。

添后劲 学科建设全面发力

抓服务 医疗服务质效双升

海南省人民医院入院服务中心。

省人民医院护士王雪菲为残障人士采样。

海南省人民医院成立三亚核酸应急采样队临时党支部。 本版图片均由省人民医院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