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药
健康

2016 年 12 月 06 日 星期二
编辑：王雅静 E-mail：
qiyebaoxinwenbu@163.com 校对：筱华 美编：
羡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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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医疗机构涌现
民营企业如何
“分一杯羹”
？

新规划
“十三五”
护理事业发展规划发布
日前，国家卫生计生委印发《全国护理事业发展规
划（2016 年—2020 年）》。
《规划》对“十三五”期间医疗机

伴随着医疗行业的发展，
为满足群

构床护比提出明确要求。还要求在此期间基本建立新

众多元化的健康需求，一些集门诊、住

入职护士和护理管理人员培训制度、初步建立护士分

院、体检、治疗、康复为一体的高端医疗

层级管理制度，
逐步健全老年护理服务体系。

服务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当下，
一

《规划》提出，
到 2020 年，
我国三级综合医院和肿瘤、

些公立医疗机构处于高负荷运转状态，

儿童、
妇产、
心血管病三级专科医院的全院护士与实际开

难以满足更多有个性化健康需求的人

放床位比、
全院病区护士与实际开放床位比，
应从目前的

群。因此在市场和资本的推动下，
一些

0.6∶1、
0.4∶1 提升为 0.8∶1、
0.6∶1。
《规划》还提出，
“十三五”

国际医疗机构、外资医疗机构应运而

期间，
我国将开展护士服务能力提升工程以及老年护理

生。在高端医疗机构体系建设中，
“非公

服务发展工程，
要不断拓展护理服务领域。

立”
民营医疗机构的介入，
不仅满足了更
多个性化健康需求，
民营医疗新生力量
的暗流涌动、
厚积薄发，
可以说为医疗改

全民健康保障工程规划出台

革
“添砖加瓦”
。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联合印发的《全民健康保障工程建设规划》

高端医疗服务
发展势头强劲

提出，确保每个县（市、区）建好 1 家—2 家县级公立医院
（含中医院），力争到 2020 年，县级医疗机构每千人口床
位数达到 1.8 张左右，为实现县域内就诊率达到 90%的

所谓高端医疗服务，
实质上是指为
将协同。此外，
牵头方还可免费帮助成

富人提供的医疗服务，相当于 VIP 产

院费，
并非中产阶层能够承受的。

员单位外请京、
津、
沪等地专家进行疑难

由于这些高端医疗机构不在普通商

重症诊疗。黑龙江省卫计委有关负责人

业健康险的赔付范围之内，
只有购买了

整形等行业。从本质上来说，
高端医疗

集团和园区涌现
开创健康服务新模式

说，
以集团形式加强省内各大型医疗机

高端商业险的客户才能报销。高端医疗

是把医疗融入高端服务中，
这也是未来

高端医疗服务行业形式多样，
从高

构
“互联”
，
优化区域医疗资源布局，
从而

保险往往起步价就是一两万，
个人购买

端医疗服务机构到高端医疗集团再到大

逐步建立起完整的服务体系，
推动形成

者并不多，
企业为高管购买作为福利者

健康产业园区的搭建，
高端医疗服务都

“小病进社区，
大病进医院，
康复回社区”

占比最大。业内人士估计，
有高端医疗

品。就是脱离医疗，
把医疗作为一个产
品，
一项服务来进行发展，
涉及到妇产、

医疗的趋势之一。
就大数据显示，
除了北京、上海、广
州、深圳等一线城市，在长沙等中部城

“渗透其中”
。

的就医格局。

险的群体在全北京只有几十万人，
最多

《规划》提出，到 2020 年，力争全面改善医疗卫生薄
弱环节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能力，优
化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构建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水
平相适应、与居民健康需求相匹配的医疗卫生服务体
系。

国家发改委鼓励放开养老市场

从高端医疗服务机构现状来看，
伴

在11月28日，
恒大健康产业集团在

2015 年 7 月，由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和美

随着中国老龄化的加剧，
气候环境的恶

广州召开新闻发布会，
首次对外公开其

清华大学医院管理研究院教授杨燕

近日，国家发改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

国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合力打造的湖南

化，
各类老年病种越来越多。而各类老

产业发展战略，
即以优化医疗服务、
完善

绥在近日举行的“首届中国国际医疗保

步扩大消费的政策措施。该委社会司副司长郝福庆表

省首家国际医疗部隆重开业，
集门诊、
住

年病症又多是慢性病，
必须加以康复治

健康保障、
发展大健康产业为方向，
打造

险高峰论坛”
上表示，
构建定价平台和建

示，要全面放开市场，让更多的市场主体进入养老服务

院、
体检、
检查、
治疗、
康复为一体的湘雅

疗才可以，
因而以康复医院和体检中心

科学、
全生命周期、
全方位的健康服务体

立医疗保险补偿机制是以国际医疗为代

业，通过公平竞争提升质量，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

医院国际医疗部，
可满足多层次的医疗

为主营业务的医疗服务机构大量出现。

系。

表的高端医疗所面临的新问题，
亟须引

样化的需求。

服务需求，
其主要面向有高端医疗需求

而随着合作科室的被取缔以及技术薄弱

据了解，
恒大健康根据产业战略方

入专业的第三方来合理控制费用，
建立

郝福庆说，促进养老服务消费必须首先扩大养老

的国内患者，
提供医疗技术与服务。

的医院退出，
专科医院的兴起也变得势

向，
已着力布局包括高端医院和分级医

健康保险公司和医疗机构之间的信任关

服务的有效供给，把养老服务市场做大、做强、做精、做

不可挡。

疗、
社区医疗与养老、
医学美容及抗衰老

系。

好。民政部福利司副司长孟志强表示，下一步将加强

市，也相继出现了高端医疗服务机构。

据湘雅医院副院长雷光华介绍，
国
际医疗部的生活设施是参照国际标准配
备，
病房里配有苹果电脑、
iPad、
电视机，
病房套间里包括厨房、会客厅等。国际

除了一些服务机构，
一些高端医疗

在内的三大核心服务。

集团和园区也逐渐涌现。
日前，
记者从黑龙江省卫计委获悉，

也不会超过100万人。

任务目标提供设施保障。

海虹控股保险业务部负责人韩锦

的矛盾。与地方政府协调盘活存量土地和闲置资源，

资本市场
“不差钱”
急需商业险进入

二级以上的医院发生的医疗行为才可以

对城镇中废弃的厂房、医院、事业单位改制后腾出的办

报销，
这对于民营医院的发展来说是最

公用房，乡镇区划调整后的多余办公楼，党政机关和国

大的制约。非公医院特别想得到保险公

有企事业单位举办的培训中心、疗养院等进行摸底调
查，
将其改造成养老机构、社区居家养老设施用房等。

医疗部属湘雅医院的二级业务机构，
采

黑龙江省成立了第一医疗集团首期加盟

取自主定价的方式，
遵循用者自付的原

的 49 家省内一级、二级、三级医院将强

则，
不能使用国家推行的几大医保，
但能

化
“业务互联”
，
通过合理共享医疗资源，

在
“健康中国”
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当

司的支持，
但保险公司却很谨慎，
他们担

与商业保险对接。国际医疗部所得净收

加快分级诊疗，
提升基层医疗服务水平。

下，
高端医疗成为最受“煤老板”、
“房地

忧非公医院缺乏有效的监管手段，
无法

产商”
、
外资等资本持有者追捧的投资项

判定医疗行为的合理性。

益将全部用于反哺医院的公共医疗服

据介绍，
黑龙江省第一医疗集团由

务，
保证湘雅医院作为公立医院的公益

哈尔滨市第一医院牵头，
覆盖省内多地

目。然而，
受限于商业保险的参与不足，

属性。

“高端医疗主要以门诊为主，门诊

市正规大型医院，
按照平等、互利、自愿

以病人自费为主的单一付费方式导致高

的实时性是智能审核的难点，
患者看完

“未来还将涌现更多的高端医疗服

原则组建。其中包含哈尔滨医科大学附

端医疗行业难以发展壮大。

病就付费走人了，
在这么短时间内对医

务机构，其中不少是民营高端医疗机

属第一医院、黑龙江省中医药科学院等

构。
”
湖南高端儿科医疗服务机构唯嘉儿

中西医医疗机构。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医

疗行为的合理合规性进行审核，
这对智

院管理处长王海涛在首届中国国际医疗

能审核系统提出来很高的要求。”韩锦

保险高峰论坛上表示，
目前大约有 3000

说。

科的创始人谭晓冬认为，
目前，
公立医院

哈尔滨市第一医院院长孟庆刚说，

的儿科、产科高负荷运转，
一床难求、一

医疗集团成员单位将在医院管理、
诊疗、

万—5000 万人群有高端医疗服务需求，

号难求已经成为常态，
这给一些民营高

科研、
教学等方面实行相对统一规划、
管

而且这种需求每年都在增加。

端医疗机构提供了抢占市场的机会。谭

理和考核，
整合并努力实现技术、专家、

晓冬说，
“一对一”
预约服务、
汇集知名专
家、
良好的服务态度、
保证充分的医患沟
通时间将成为高端医疗机构吸引患者的
主要因素。

养老服务设施建设规划，有效减少养老服务供需错位

说，
保险公司的赔付条款限制需二级及

新模式
厦门市民医疗档案智能化管理
据悉，通过城市级临床影像大数据中心应用，厦门
市民将自行查阅全生命影像周期的检查结果，厦门各

杨燕绥表示，
信任是三医联动的内
核，
通过大数据和智能审核，
可以做到信

医疗机构的医生也可通过终端设备调阅患者的影像资
料，
为诊断、手术规划和术后评估等提供帮助。

虽然高端医疗市场的蛋糕看起来很

息对称，
从而合理控制医疗费用，
实现合

据悉，厦门将在 2017 年底建成健康医疗大数据中心

设备、
信息、
大数据等卫生资源的优化共

诱人，
但现实中遇到了患者购买力的约

理服务合理负担，
这才能让医疗保险、
医

并成为全省大数据中心。到 2018 年底，
厦门将基本建成

享，
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

束，
富裕阶层和有高端商业险的人群是

疗机构、参保患者这三个主体跳出两方

覆盖全生命周期、
结构合理、
功能齐全的大健康医疗产业

对高端医疗服务有实际购买力的群体。

博弈的死循环。

体系，
健康产业规模将达到 600 亿元，
并力争将这一产值

医疗集团各单位在开设绿色通道、
分级诊疗、
双向转诊、
预约服务等方面也

（本报记者周梦综合整理）

动辄上千元的诊疗费，
上数十万元的住

在 2020 年底增加到 1200 亿元。厦门市卫计委相关负责
人表示，
厦门将在 2017 年底实现全体市民的健康档案智
能化管理。

国家养老网打造行业信息共享平台功能

宁夏云南异地就医将联网直接结算
据悉，宁夏与云南省已签订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
医联网直接结算服务合作协议，明年将实现异地就医

出积极的奉献。宣言还指出，尊重并

本报记者 谢娜

联网直接结算。

鼓励老年人参与适合自身情况的文化

双方商定，宁滇两省区异地就医在国家异地就医

12 月 2 日，由人民日报社、国家卫

生活，积极践行文化养老，搭建老年文

平台上进行备案、结算，采用“参保地政策、就医地管

生计生委、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

化交流展示平台，推动各地老年文化

理、就医地目录、省级平台清算、国家平台清分”的模

局、农工民主党中央指导，由人民网、

艺术活动蓬勃开展，凝聚全国老年文

式，实现参保人员跨省异地就医持社会保障卡联网直

健康时报社联合主办的第九届健康中

艺人才力量，特别注重发挥广大文艺

接结算。2016 年底双方同时实现与人社部异地就医平

国论坛在北京举行。为贯彻落实党中

工作者的示范作用。

台联网对接，2017 年实现基于平台的异地就医联网直

央“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

论坛上，
“ 最美夕阳红·全国养老

接结算。据了解，从推进医保跨省异地就医联网即时

展”精神，论坛期间重点举行“文化养

产业文化惠民公益工程”组委会主任

结算工作启动以来，宁夏先后与陕西、内蒙古、甘肃、新

老·公益与传播”主题论坛，主题论坛

张运防荣获“文化养老公益先锋”荣誉

疆等地签订了跨省异地就医即时结算框架协议，并开

由中社社会工作发展基金会社会养老

称号，著名电影艺术家田华荣获“文化

通了与海南省、广州市跨省异地就医单向即时结算。

产业发展基金、龙骏集团、中视媒资、

养老公益人物”
荣誉称号。

神州养老杂志社承办。

大型人文纪录片《最美夕阳红》在

际、专题 10 个频道，通过信息传播、项

利用，为养老行业、机构组织、地方政

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

目运营、线下活动等多种方式渠道，实

府带来实实在在的价值。

任吴玉韶、中国社会福利协会副会长

现养老信息共享平台、行业大数据平

论 坛 上 还 发 布 了《文 化 养 老 宣

“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医、老有

兼秘书长冯晓丽、
“ 最美夕阳红·全国

台、老年智库平台、老年人精神文化家

言》，
“最美夕阳红·全国养老产业文化

所为、老有所学”，结合文化养老、社区

养老产业文化惠民公益工程”组委会

园四大功能。

惠民公益工程”组委会主任张运防宣

养老、机构养老、候鸟养老等模式，选

国家养老网有关负责人表示，以

读宣言。宣言呼吁，在最广泛的层面

择具有代表性的各阶层老年人、养老

式，通过三级医院与社区卫生中心实行紧密型医联体，

互联网整合全国养老资源，打造养老

推动文化养老事业产业发展，帮助老

服务机构、养老产业创业者，聚焦社会

将三级医院门诊向社区前移，组建专家团队坚持定期

行业权威信息平台，引领养老产业健

年人群体树立健康、积极的老年价值

关注的养老问题，通过养老领域典型

坐诊、查房、带教，开展医师团队签约服务。在农村，主

国家养老网是与行业权威机构共建的

康科学方向，是国家养老网义不容辞

观，构建老年人精神家园。宣言建议，

的案例，折射我国养老政策、养老前景

要推广医疗集团和县镇一体化模式，建立“三级医院＋

养老行业信息平台，得到中国人民大

的使命。国家养老网将积淀行业大数

积极投资文化养老产业，开拓文化养

及未来老年人的智慧生活。

县级医院＋镇卫生院”紧密协作的医疗服务共同体，通

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等智库

据，涵盖企业信息、项目动态、细分领

老新模式，以更多样的产品、更人性的

机构的学术指导，旨在为养老机构组

域的发展方向及相关数据，探索养老+

服务 ，满足老年人的各项文化需求 。

（北京）有限公司、北京朝阳区寸草春

提高基层基本医疗服务能力。据了解，2016 年底陕西

织、地方政府、老年人群体提供信息服

科技、养老+金融、养老+地产、养老+

宣言承诺，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发扬

晖养老院、北京龙振养老服务中心、北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覆盖率将达到 15％以上，重点人群

务。国家养老网下设资讯、地方、数

文化 ，在快速、充分抓取数据的基础

公益精神，用真诚的爱心、良好的职业

京长阳普乐园爱心养老院等多家养老

签约服务覆盖率达到 30％以上。

据、智库、视频、图片、惠民、产业、国

上，用云计算等技术对数据进行加工

素养与崇高的使命感，为每位老人作

机构签署了合作协议。

主任张运防围绕“文化养老·公益与传
播”主题发表演讲。
论 坛 上 ，国 家 养 老 网 正 式 上 线 。

论坛上正式签约。纪录片共 8 集，围绕

国家养老网还与南北巢网络科技

陕西将三级医院门诊向社区前移
据悉，2017 年 1 月 1 日起，陕西省执行新的医疗服
务价格，
采取多种模式将三级医院门诊向社区前移。
在城市，陕西省将主要推广医联体＋全科医师模

过下派管理人员和技术骨干，接收下级人员进修学习，

（王雅静综合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