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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来，海南医学院（以下简称海
医）新领导班子聚焦扛责任、夯基础、提
质量、强内涵，以新气象、新作为带领全
校师生全面深化改革，开启了海医国际
化高水平发展新局面。

勇挑重担 团结奋进
全面呈现发展新气象

学校发展顶层设计逐步完成。对
标海南自由贸易港需求，海医成立由
15名国内外顶尖专家学者组成的发展
战略咨询委员会，明确服务海南人民健
康、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国家战略
需求的办学定位，确立了建设热带特色
鲜明的国际化高水平医科大学的发展
目标。

综合改革提档升级。海医以人
事、机构和机制改革为重点，统筹推
进学校综合改革。开展基础与临床
人才双向聘任，首次实施高端人才年
薪制；修订完善专任教师和实验教辅
人员绩效考核方案，推动教职工分类
评价管理；优化职称评审机制，修订
教学科研奖励办法，不断完善“破五
唯”人才评价体系。

优化 23个行政和教辅机构。海
医调整二级院系设置，成立了国内首
个热带医学院，构建医教研一体化国
际热带医学平台；整合公共卫生学院、
全健康研究中心资源，成立公共卫生
与全健康国际学院；增挂基础医学研
究院、医药健康大数据中心；与省儿童
医院、三亚市妇女儿童医院联合创办
儿科学院。

继续扩大二级学院自主办学权。
海医临床学院与附属医院试行“院院合
一”，热带医学院、急诊创伤学院向临床
靠拢；在七个二级院系实行定额经费归
口管理，将11大类21小项经费审批权
下放二级学院。

拓宽选人用人渠道，优化干部队
伍。去年7月以来，海医推行人员分类
管理评价与收入分配“年薪制”，选拔大
批优秀年轻干部，45岁以下中层干部
比例由23.1%增长至31.2%，中层干部
平均年龄由50.5岁下降到49.2岁，“80
后”正职比例由0.7%上升至6.5%，副职
由11.9%上升至15.9%，一批年富力强
的干部走上管理岗位。

为了提升新任干部和广大师生
能力素质，海医举办“守纪律、讲规
矩”专题教育培训班等多期培训，培
训党员干部2000余人次。组织37项
大练兵业务比拼“小擂台”活动，近
7000人次教职员工、党员干部参与业
务比拼。

解放思想 狠抓落实
奋力展现改革新作为

领导班子带头谋划解放思想。面
对新要求新机遇新挑战，海医对标省第
八次党代会提出的“一本三基四梁八
柱”战略框架，结合自身在海南自贸港
建设中的定位，提出了“11358施工图”
构想。即一条主线：构建高质量医学人
才培养体系、建设高水平医科大学；一
个核心：学科建设；三个基调：围绕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以教育评价改革的指挥
棒引领方向、坚持对标教育部本科教育
审核评估和学科评估的标准、把准医学
教育创新发展的基调，走内涵式发展之
路；五个难点突破：师资队伍、人才培
养、科技创新、国际合作、办学空间；着
力推进八项重点任务建设好“八个高水
平医科大学”。

深化医教研协同发展。海医与省
卫健委、省疾控中心、海口市疾控中心等
6家单位集中签约，通过进一步深化医教
研协同发展，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海南省中医院、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三
亚市妇幼保健院挂牌签约成为海医非直
属附属医院。如今，海医的非直属附属医
院已增加到9家。海南医学院热带医学
院、儿科学院的挂牌成立，有力地支撑了

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
努力打赢科技翻身仗。目前，海医

“全健康”研究中心被授予海南省重点
新型智库，该智库涵盖了学校公卫、热
带医学、环境、管理学科专家；海南医学
院衰老与肿瘤国际研究中心（ICAC）揭
牌成立两年多来，先后签约了六位国内
肿瘤研究领域顶尖科学家作为学科带
头人，引进了八名青年科学家作为学术
骨干；海医牵头发起成立的“一带一路”
热带医学联盟大会暨热带医学论坛，已
组织开展4届；海医主办的两本SCI期
刊《亚太热带医药杂志》和《亚太热带生
物医学杂志》在全球24种SCI热带医药
类期刊中分别排名第10位和第18位，
创办了国内第一本全健康学术期刊。

抢抓机遇 弯道超车
努力开创发展新局面

更名医科大学和建设桂林洋新校
区，是省委、省政府为海南医学院定下
的宏伟目标，也是学校近年工作主线。
海医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在全校统一
凝聚起“提能力、抓工作、促更名”的共
识，努力开创发展新局面。

在前期完成总体规划的基础上，桂
林洋新校区项目详细规划设计方案评
审已完成，一期可行性研究报告已获批

复，二期可研报告编制单位已招标，预
计年底正式开工。

占地50亩的省药科园项目土建及
二装工程完成施工并开业运营，是海南
首个综合型临床前药品研发平台，集药
物研发、新药临床前研究（GLP）、临床
一致性评价为一体，填补了海南没有新
药临床前研究机构的空白。

加大高端人才引进力度。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项目负责人和首席科学家、
哈佛大学（营养学）博士宁毅，国家优秀
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哈佛大学访问学
者王艳丽、上海杰青王朝昕加盟海医。
目前，海医拥有院士工作站8个，柔性
引进两院院士9人，“长江学者”4人，入
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7人。2022年上半年，引进国家优青1
人，认定海南省高层次人才13人，其中
B类人才1人。

教学质量持续提升。海医医学检
验技术、预防医学专业新获批国家级一
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医学影像学等8个
获批省级一流专业建设点。新申办普
通本科医学信息工程专业，健康服务与
管理、海洋药学、儿科学等3个新办本
科专业顺利通过验收，设立临床医学
（热带医学方向）特色班。获批教育部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1项、教育部新文科
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1项。针对一流
本科课程建设点、本科教学团队培育点

等教学质量提升项目，立项校级培育项
目 73项、课程建设专项研究课题 25
项。获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项6项。

人才培养质量进一步提升。海医
在高教社杯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中获海南省唯一一项国家级一等奖；在

“第七届全国大学生基础医学创新研究
暨实验设计论坛”全国总决赛中取得银
奖1项、铜奖3项；在第七届中国国际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中获
得国赛铜奖1项；在第八届中国国际“互
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入围国赛3
项，获海南金奖1项、银奖1项、铜奖6
项、优秀奖6项；获2022年中美创客大
赛海口赛区二等奖；获全国大学生生命
科学竞赛一等奖；荣获中国大学生计算
机设计大赛一等奖……海医学子在各
类国家级大赛中屡获佳绩。

学科科研能力逐步提高。海医急救
与创伤研究、热带转化医学教育部重点
实验室顺利通过验收，国家卫健委热带
病防治重点实验室建设期内通过专家组
考核。筹建“ICAC”“全健康研究中心”，
牵头成立省药品临床综合评价中心，新
增2个省级临床医学研究中心、2个院士
团队创新中心，6个省重点实验室通过绩
效评估与考核。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资助项目45项，直接经费资助1557.1万
元；获批各类社科类课题28项，经费总额
293.6万元。全年发表SCI收录论文728

篇，同比增长17.4%。获省科学技术奖励
4项。现有7个省级特色重点学科，其中
临床医学入选A类学科。

立德树人成效显著。海医成立12
个优秀辅导员工作室，选拔242名优秀
教师担任班主任，实现班主任和辅导员
两支队伍协同育人。建成心理健康教育
与咨询中心。易班发展中心被教育部评
为二星工作站。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
划项目获批国家级项目22项、省级项目
50项、校级立项167项，结题210项。23
个创业项目在“海南自贸港创业大赛”院
校赛中获奖。硕士研究生录取生源质量
大幅提升，467名考生分数过国家A类地
区分数线，占比99%，同比增长19%。
2021年毕业去向落实率为90.48%，留琼
率63.46%，较2020年稳中有升。2021
年全年学校无偿献血学生人数2849人，
无偿献血率21.79%，献血率居全省高校
首位。近5年来，学校283名学生获得海
南省无偿献血奉献奖。

对外交流不断拓展。海医与英国
西英格兰大学联合申办的海南医学院
西英格兰学院获得教育部正式批准，与
瑞士热带医学研究所、泰国玛希隆大学
合作进一步扩大，与中山大学热带病防
治研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合作取得进
展。与广东医科大学、中国科学院深海
科学与工程研究所、海南博鳌乐城国际
医疗旅游先行区管理局等单位签署合
作协议，实现资源共享，深化医教协
同。同时，获批教育部语言中心医学汉
语考试网络考点，获得第六届国际生理
学知识竞赛中国地区赛集体一等奖。

附属医院实力提升。海医推行直
属附属医院与临床学院“院院合一”改
革；省皮肤病医院、三亚市妇女儿童医
院、海南省中医院成为海医非直属附属
医院，与省中医院共建中医学临床学
院，创新非直属附属医院医教研协同机
制。附属医院获批科研总经费2544.1
万元，较去年增长107%；获批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16项，资助经费较去
年增长122%；附属海南医院与上海交
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合作运营
的“博鳌研究型医院”开始试运行。

海南医学院相关负责人表示，该校
将以构建高质量医学人才培养体系、建
设高水平大学为主线，紧紧聚焦学科建
设这个核心，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以教育评价改革的指挥棒引领方向、坚
持对标教育部本科教育审核评估和学
科评估的标准、把准医学教育创新发展
的基调，走内涵式发展之路，在师资队
伍、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国际合作、办
学空间上寻求更大突破，着力建设好高
水平医科大学。

（本版撰文/鹏程 雷浩泽 李咪）

海南医学院公共卫生与全健康国际学院院长
宁毅

2021年12月，宁毅作为海南杰出人才
（B类）加盟海南医学院，担任公共卫生与
全健康国际学院院长。担任院长以来，宁
毅带领学院全体教师努力立足海南自贸港
建设实际，培养高水平有国际视野的公共
卫生人才。同时，进一步调整和夯实教学
和科研基础，把学科建设和公共卫生实践
密切结合，带领学院成为预防医学本科专
业国家一流专业建设点。

在宁毅和学院员工的积极努力下，海
南医学院与海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共建

“海南医学院公共卫生科教实践中心”。在
本轮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海医公卫学院
积极参与我省疫情防控，在全省专业开展疫情研判和流行病学调查分
析，使疾控体系和医学院校实现深度合作。

海医公卫学院还与海南省疾控中心、海口海关相关专家进行深度
交流合作，主持完成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背景下进出口冷链食品应急
事件处置的虚拟仿真实验；推动海南医学院与国家大数据中心合作，利
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推进海南人群健康信息化平台建设；
推动成立海南省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质控中心，并挂靠在海医公卫
学院。在宁毅的带领下，学院全体教职员工充分利用国家建设海南自
贸港的契机，平战结合，平时抓教学、科研和实践，应急救助时，充实公
共卫生专业力量，培养现代化的公共卫生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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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医学院病原生物学教授
牛莉娜

牛莉娜教授是全国优秀教师。
从事医学教育及科研20年来，牛莉
娜始终坚持奋战在教学科研一线。
在医学教学工作方面，她坚持以学生
为中心，以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为目
标，倾力培养德才兼备的热带医学人
才；在科研工作方面，她组织构筑了
新发/突发传染病病原的发现、预警
监测平台，为海南自贸港建设公共卫
生领域风险防控提供技术支撑。

在“互联网+教育”蓬勃发展的大
背景下，牛莉娜基于混合式教学的线
上+线下教学改革，注重学生批判性
思维和终身学习能力的培养，努力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优秀医学
人才。她还积极探索建立“科教融合”人才培养体系，构建了“指导
教师-硕士研究生-高年级本科生-低年级本科生”四级联动科研
创新团队，努力培养具有科研创新能力的高水平医学人才。

在落实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方面，牛莉娜结合热带医学特
色，建立了适合医学院学生的课程思政示范教学模式，真正实
现“全课程育人”。她带头创建课程思政教学团队，积极开展基
础医学课程思政示范教学。此外，牛莉娜还牵头组建了“传帮
带”教学和科研合作团队，培养优秀青年教师，构建具有较强教
学及科研能力的医学师资队伍。

海南医学院生物医学信息与工程学院院长
李永生

李永生教授曾留学MD安德森癌症研究中
心和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于2019年12月作为

“热带生物医学组学大数据团队”核心成员引进
到海南医学院工作，现任生物医学信息与工程学
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到海医工作以来，团队以

“健康中国2030”规划等为导向，围绕人类重大
疾病为研究对象，建立了海南热带疾病大数据分
析平台，开发面向热带疾病的大数据搜索引擎和
大型知识库系统，攻坚精准医学领域关键分子标
记识别和刻画这一重点及难点问题，取得了阶段
性研究成果；主持3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10
余项省部级课题，发表高水平科学研究论文80
余篇，入选了海南省千人专项领军人才，获得了
教育部霍英东青年科学奖等荣誉称号。

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以及全院教师的共同努力下，生物医学信息与工程
学院获批海南省首批“双百”人才团队，热带生物医学信息学获批校级A
类重点学科，推动了海南省首个生物信息学本科专业的建设，为建设海南
自贸港培养急需的卓越理、工、医交叉人才创造了有力条件。

作为一名人民教师，李永生始终坚守在教学科研一线，积极组织学生参加
学科竞赛、创新创业，近年来获得省级以上竞赛奖励近100项。在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中，李永生教授带领学院教师充分发挥生物信息学大数据分析优势，建
立了新冠测序大数据分析及可视化平台，对海南省突发病例进行全基因组测
序分析，为我省疫情防控提供了指导性建议。

海南医学院全面深化改革推动国际化高水平发展

新气象 新作为 新局面

优秀教师代表

海南医学院成立发展战略咨询委员会。（本版图片均由海南医学院提供）

宁毅 牛莉娜 李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