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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四五”的新征程中，海南省卫生健康委提前布局谋划“以器官系
统疾病为中心”的诊疗模式，将投入10亿元，扶持建设50个省级临床医学
中心，包括15个医教研实力突出学科和35个疾病诊疗水平突出学科。

50 个省级临床医学中心将分为省级器官系统疾病中心、优势学

科、培育学科、扶持学科四大类，分批建设，分步骤验收。海南省将以省
级临床医学中心建设为引领，促进医疗机构技术水平和能力不断提升，
形成特色鲜明的学科体系，助力海南自贸港医疗水平迈上新台阶。

不忘初心促发展，凝心聚力纳人才。50个省级临床医学中心正面向

全国广招医学人才和学科带头人，为各类人才发挥作用、施展才华搭建起
更加广阔的舞台。前沿的开放政策，丰厚的收入待遇，优越的科研工作条
件，优美的自然环境，舒适宜人的气候，以及高端人才享受的个税优惠，海
南自贸港前景光明，正向您发出诚挚的邀请！

海南省人民医院

联系人：曾猛老师
电话：0898-68642648
邮箱：phhphr@163.com
1.心血管疾病医学中心带头

人（含心血管内科、心脏外科、血
管外科）1名，年薪100万元以上；

2.肾脏疾病医学中心带头人
（含肾内科、血液净化中心、泌尿
外科）1名，年薪100万元以上；

3.神经系统疾病医学中心带
头人（含神经内科、神经外科、脑
血管病科、精神心理科）1名，年
薪100万元以上；

4.血管外科、内分泌科、乳腺
外科、耳鼻喉外科、麻醉科、肛肠
外科、风湿免疫科学科带头人各1
名，年薪80万元以上至100万元。

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联系人：李媛老师
电话：0898-66716462

66706985
邮箱：hyyfyzp@163.com
1.肿瘤内科、放疗科、急诊科、

病理科、血液内科、神经内科二病区
亚专业、胸外科、生殖医学科亚专科
（遗传学）、生殖医学科亚专科（妇产
科学）、生殖医学科亚专科（外科学
泌尿外方向）、生殖医学科亚专科学
科（医学）带头人各1名，以上人才
年薪50万元以上至80万元；

2.呼吸内科医师岗、急诊外
科医师岗各1名，年薪50万元以
上至80万元；

3.脊柱外科亚专业学科带头人
（外科学骨外方向博士，主任医师）2
名，年薪50万元以上至80万元；

4.脊柱外科亚专业学科带头
人（外科学骨外方向硕士及以上，
主任医师）1名，年薪50万元以
上至80万元；

5.胸外科医师岗（外科学胸
心外方向硕士及以上，医师资格
证、规培证）1名，年薪10万元以
上至30万元；

6.呼吸内科科研岗1名、胸外

科医师岗（外科学胸心外方向硕士及以
上，主治医师及以上）1名、脊柱外科医
师岗2名、急诊科医师岗1名、急诊科科
研岗1名，生殖医学科科研岗1名、创伤
医学中心1名、生殖医学科3名，以上人
才年薪10万元以上至30万元。

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联系人：黄琪琳老师
电话：0898-66802269
邮箱：nkyyrsk@126.com
1.心血病医院院长兼心血管外科

学科带头人1名，心血管外科病区主任
2名，心血内科学科带头人兼病区主任
1名，胃肠肿瘤外科主任1名，普通外科
学科带头人1名，肝胆外科学科带头人
1名，乳甲外科学科带头人1名，麻醉科
学科带头人1名，重症学科带头人1名，
热带病科学科带头人1名，结核病科主
任1名，检验科学科带头人1名，以上人
才年薪30万元以上至50万元；

2.心血管外科病区医生2名，心血
管内科病区医生4名，胃肠肿瘤外科医
生2名，普通外科医生2名，肝胆外科医
生1名，消化内科医生2名，肾脏移植医
生1名，肝脏移植医生1名，肺脏移植医
生1名，乳甲外科医生1名，麻醉科医生
2名，检验医师2名，重症医学医生1名，
结核病科医生2名，热带病科医生2名，
以上人才年薪10万元以上至30万元。

海南省中医院

联系人：赖老师、林老师
电话：0898-66223851

66102763
邮箱：hnszyyrsb@163.com
1.中医骨伤学科带头人1名，年

薪30万元以上至50万元；
2.骨伤科（脊柱专科）临床医师1

名，年薪10万元以上至30万元；
3.骨伤科（创伤与关节科）临床医

师1名，年薪10万元以上至30万元；
4.骨伤科（运动医学科）临床医师

1名，年薪10万元以上至30万元；
5.骨伤科（手显微外科）临床医师

1名，年薪10万元以上至30万元；
6.神经外科临床医师1名，年薪

10万元以上至30万元；

7.脑病科一区临床医师1名，年
薪10万元以上至30万元；

8.脑病科二区（脑血管介入）临床
医师1名，年薪10万元以上至30万元。

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

联系人：李玉芳老师
电话：0898-36689161
邮箱：hnsbjy@163.com
1.小儿外科临床医学中心带头人

1名，年薪100万元以上；
2.妇产科临床医学中心带头人1

名，年薪100万元以上；
3.儿科临床医学中心带头人 1

名，年薪100万元以上；
4.儿童神经外科学科带头人1名，

儿童心胸外科学科带头人1名，儿童骨
科学科带头人1名，儿童普通外科学科
带头人1名，儿童肿瘤外科学科带头人
1名，新生儿外科学科带头人1名，儿
童泌尿外科学科带头人1名，普通妇科
学科带头人1名，妇科肿瘤学科带头人
1名，妇科微创学科带头人1名，妇科
盆底学科带头人1名，产科重症医学科
学科带头人1名，产科学科带头人1
名，儿童心血管内科学科带头人1名，
儿童神经内科学科带头人1名，儿童遗
传代谢与内分泌科学科带头人1名，儿
童综合内科学科带头人1名，儿童重症
医学科学科带头人1名，新生儿科学科
带头人1名，儿童肾病风湿免疫科学科
带头人1名，儿童血液肿瘤科学科带头
人1名，儿童血液透析科学科带头人1
名，儿童消化内科学科带头人1名，儿
童呼吸内科学科带头人1名，儿童感染
性疾病科学科带头人1名，以上人才年
薪30万元以上至50万元；

5.小儿外科医师14名，年薪10万
元以上至30万元；

6.妇产科医师34名，年薪10万元
以上至30万元；

7.儿科医师24名，年薪10万元以
上至30万元。

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

联系人：冯老师、宋老师
电话：0898-66725537
邮箱：hnswyrs@163.com

1.皮肤学科带头人（皮肤方向）1
名，年薪100万元以上；

2.皮肤学科带头人（医学美容方
向）1名，年薪100万元以上；

3.整形外科学科带头人1名，年
薪100万元以上。

海南省安宁医院

联系人：周振超老师
电话：0898-66988767
邮箱：252865403@qq.com
1.精神卫生博士、学科带头人 1

名，年薪80万元以上至100万元；
2.精神卫生博士5名，年薪30万

元以上至50万元；
3.精神卫生硕士8名，年薪10万

元以上至30万元。

海南省眼科医院

联系人：吴老师、郑老师
电话：0898-68628640
邮箱：hnsyk1221@163.com
眼科学科带头人2名，要求具有

博士研究生学历、高级职称，年薪10
万元以上至30万元。

海南省干部疗养院

联系人：蒙莎老师
电话：0898-65986709
邮箱：zp@hnlyy.com
1.康复医学科学科带头人1名，

年薪100万元以上；
2.老年医学科学科带头人1名，

年薪100万元以上；
3.康复医学科临床医师1名，年

薪50万元以上至80万元；
4.老年医学科临床医师1名，年

薪50万元以上至80万元。

海口市人民医院

联系人：邓俞老师
电话：0898-66189617
邮箱：hk_hospital@163.com
1.脑血管病临床中心科研部主任

1名，年薪30万元以上至50万元；
2.康复医学科学科骨干1名，年

薪10万元以上至30万元；
3.康复医学科医师2名，年薪10

万元以上至30万元；
4.康复医学科治疗师组长2名，

年薪10万元以上至30万元；
5.康复医学科治疗师3名，年薪5

万元至10万元。

海口市中医医院

联系人：邱名金老师
电话：0898-36615705
邮箱：hkzyyrs@163.com
1.推拿科学科带头人（非编人员）

1名，年薪50万元以上至80万元；
2.推拿科医师（非编人员）1名，年

薪30万元以上至50万元；
3.针灸科医师（非编人员）1名，年

薪10万元以上至30万元。

海口市骨科与糖尿病医院

联系人：林怡老师
电话：0898-68603840
邮箱：hksgtyy68603840@163.

com
1.关节外科中心主任（非编人员）

1名，年薪100万元以上；
2.关节外科中心副主任（非编人

员）1名，年薪50万元以上至80万元。

三亚中心医院

联系人：何阳晨老师
电话：0898-38225604

38225889
邮箱：nksyyyrsk@163.com
1.脑血管病区神经外科医师 2

名，要求40周岁以下（含），具有博士
研究生学历学位、副主任医师及以上
职称，年薪30万元以上至50万元；

2.脑血管病区神经外科医师 3
名，要求35周岁以下（含），具有硕士
研究生学历学位、医师及以上职称，
年薪10万元以上至30万元；

3.脑血管病区神经介入亚专业学科
带头人1名，年薪30万元以上至50万元；

4.脑血管病区神经介入医师 3
名，年薪10万元以上至30万元；

5.神经内科医师4名，年薪10万
元以上至30万元；

6.疼痛科医师2名，要求35周岁
以下（含），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

医师及以上职称，年薪10万元以
上至30万元；

7.疼痛科医师（脊柱外科方
向）1名，要求40周岁以下（含），
具有硕士研究生学历学位、副主
任医师及以上职称，年薪30万元
以上至50万元；

8.疼痛科医师（疼痛专业方
向）1名，要求45周岁以下（含），
具有硕士研究生学历学位、副主
任医师及以上职称，年薪30万元
以上至50万元；

9.疼痛科后备学科带头人1
名，年薪30万元以上至50万元。

三亚市妇幼保健

联系人：王老师
电话：0898-88023969
邮箱：syfyrczp@163.com
1.产科学科带头人 1名，年

薪50万元以上至80万元；
2.小儿外科学科带头人 1

名，年薪50万元以上至80万元。

三亚市中医院

联系人：陈敏老师
电话：0898-88672251
邮箱：syzhyhr@163.com
中医内科学/针灸学/中医康

复学/中西医结合临床科研人员1
名，年薪10万元以上至30万元。

海南西部中心医院

联系人：梁振俊老师
陈梅老师

电话：0898-23884803
23835010

邮箱：xbyyrsk@163.com
1.口腔颌面外科专科负责人1

名，年薪50万元以上至80万元；
2.口腔正畸专科负责人 1

名，年薪50万元以上至80万元；
3.口腔内科（牙体、牙髓、牙

周病、黏膜）专科负责人1名，年
薪50万元以上至80万元；

4.口腔种植修复专科负责人1
名，年薪50万元以上至80万元。

琼海市中医院

联系人：司贞老师
董怡成老师

电话：0898-62810825
邮箱：qhszyyrsk62810825

@163.com
1.中医妇科学科带头人（博

士学位、高级职称）1名，年薪50
万元以上至80万元；

2.中医妇科学临床医师（博
士、40周岁以下）1名，年薪10万
元以上至30万元。

海南省又发高层次人才“集结令”
50个省级临床医学中心招聘学科带头人

本报讯 （通讯员常银龙 记者
胡德荣）12月 13 日，上海健康医学
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健康保险蓝皮
书 ：中 国 健 康 保 险 发 展 报 告
（2021）》。《报告》指出，2020年，健康
保险积极应对疫情冲击，传统销售渠
道发展面临困境，互联网正在成为健
康保险获客主力渠道。

根据《报告》，2020 年 1月至 10
月，人身险公司传统渠道健康险保费
为5834.3亿元，同比增长12.18%；互
联网健康险保费为318.3亿元，同比
增长61.49%。

对于中国健康保险业长期趋势，
研制团队展望认为，目前我国基本医
疗保障已基本实现全民覆盖，但个人
医疗保障缺口依然较大。因此，高保
额、低保费、保大病的普惠型健康保险
发展空间仍然很大。另一方面，随着
中等收入群体的快速崛起，集健康保
险、健康管理于一体的高品质健康保
障诉求潜力巨大。

健康保险发展
报告发布

本报讯 （记者赵星月）近日，第
16届亚洲儿科研究学会学术大会在
线召开。大会主席、亚洲儿科研究学
会现任主席、中国医药教育协会儿科
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申昆玲教授在开
幕词中呼吁，继续推进社区成年人疫
苗接种的同时，必须尽快落实儿童群
体疫苗接种工作。

申昆玲介绍，随着全球持续防疫
的努力以及疫苗接种的开展，成年人
疫情防控取得显著成效。但根据10
月25日由美国儿科学会和美国儿童
医院协会发布的报告，在美国总共有
630万例儿童新冠病例。尽管儿童患
者的死亡率相对较低，大约在0.26%，
但新增病例的数字之高令人担忧。

此次大会由亚洲儿科研究学会、
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中国医师协
会儿科医师分会、中国医药教育协会
儿科专业委员会共同主办。

儿童疫苗接种
须尽快落实

12月 13日，江西省庐山市，小学生在沙湖山鄱阳湖湿地保护区生态文
明示范馆里参观候鸟标本，学习环境保护知识。为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庐
山市在沿湖地区积极打造候鸟驿站、生态文明示范馆、生态宣传画廊等，广
泛宣传环保知识和法律法规，提升群众的环境保护意识。 韩俊烜摄

学环保

本报讯 （特约记者严丽 通讯
员祖雄兵）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泌尿外
科、核医学科（PET中心）、放射科和
病理科组成的前列腺癌多学科诊疗团
队，近日在《欧洲核医学与分子影像杂
志》上发表原创性研究成果，探索了早
期前列腺癌穿刺诊断新策略。

由于前列腺癌早期缺乏明显的临
床症状和有效的疾病筛查方法，常常
进展到局部晚期或远处转移时才被确
诊，而此时的治疗方案已十分有限且
治疗效果不尽人意。前列腺穿刺活检

作为诊断前列腺癌的“金标准”，是一
项有创的临床检查且需要一定的手术
适应证。该研究表明，双标PET/CT
引导的前列腺靶向穿刺与国际推荐的
多参数核磁共振引导的前列腺靶向穿
刺相比，有更高的前列腺癌诊断率。
而且，双标PET/CT靶向穿刺联合系
统穿刺在不漏诊有临床意义前列腺癌
的前提下，能有效提高前列腺癌的诊
断率，并且能使约一半病人避免前列
腺穿刺这一有创检查，为前列腺癌的
早期诊断、治疗提供了新思路。

前列腺癌穿刺诊断率有望提高

本报讯 （记者李季 通讯员李
亚）日前，欧洲视网膜专家学会在最新
一期的《欧洲视网膜简报》中介绍了河
南省立眼科医院雷博教授团队有关遗
传性视网膜变性的一项研究成果。

该团队利用自主研发的基因检测
试剂盒PS400，在3个常染色体隐性
视网膜色素变性（arRP）家系中发现

了3个新的REEP6基因变异，应用多
种方法确定了变异的致病性，并测试
了变异可能导致的细胞功能改变。此
前，全球仅有7个REEP6基因变异导
致视网膜色素变性的报道。该研究不
仅扩大了该基因的致病变异谱，同时
还指出其中一个变异c.268G>C可能
是中国人群的热点突变。

致视网膜变性又增三基因变异

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13 日电
（记者王浩宇 王梦）国际奥委会、国
际残奥委会和北京冬奥组委12月13
日发布第二版《北京2022年冬奥会
和冬残奥会防疫手册》（以下简称《防
疫手册》），内容增加了各利益相关方
关心的信息，使防疫原则的制定更
加透明。

第二版《防疫手册》对第一版手册
进行了补充，在疫苗接种、海关入境要
求、机票预订、出发前检测、冬奥赛时、

闭环管理等方面，提供了更加详实的
信息。手册还包括“注意事项”部分，
有助于指导利益相关方顺利度过赛事
期间的每个阶段。

国际奥委会奥运会部执行主任克
里斯托夫·杜比表示：“我们与国际残
奥委会和北京冬奥组委一起，与卫生
和体育赛事交付领域的世界顶级专家
紧密合作，最终确定了必要的疫情防
控措施，以确保北京冬奥会安全成功
举办。通过创造一个安全的环境，北

京冬奥会将打造独特的赛时体验，旨
在帮助运动员将注意力集中在体育比
赛上，这是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最基
本要素。”

第二版《防疫手册》增加了各
利益相关方关心的信息，以及 10
月以来多场吹风会上反馈的信息，通
过这种方式，使防疫原则的制定更
加透明，确保所有参与者通过参与
制定过程，了解其需要遵守的具体
规则。

北京冬奥组委专职副主席、秘
书长韩子荣说：“北京冬奥组委、国
际奥委会、国际残奥委会经过充分
协商和广泛讨论，在细化完善第一版
《防疫手册》的基础上，共同制定了第
二版《防疫手册》。防疫手册所述措
施依据疫情防控最新科研成果、专家
意见和其他国际赛事经验制定，我们
相信这些应对措施可以有效降低疫
情风险，既保证运动员和所有涉奥人
员安全、便利地参加训练、比赛和工

作，也能保护中国民众的健康安
全。希望大家都能严格遵守，共同努
力为世界奉献一届简约、安全、精彩
的奥运盛会。”

未来几周，国际奥委会、国际残奥
委会和北京冬奥组委还将继续举行一
系列吹风会，提供进一步的政策信
息。考虑到全球疫情的不断变化，在
赛前和赛时必要的时候，还将及时采
取额外的防疫措施，确保所有涉奥人
员和当地民众的安全。

冬奥会防疫手册第二版发布

新发现

新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