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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名国内外知名专家受邀 近500人参加健康主题讲座

布局健康产业 共筑美好乳山
———“健康中国·乳山论坛”举行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王震 通讯员 姜俏俏

10月3日，“健康中国·乳山论坛”
在乳山举行，国内外6名知名专家学者
应邀参加了主题健康讲座，乳山市各
相关部门、企事业单位代表及市民代
表近500人参加。论坛通过大力宣传

“健康中国”战略，倡导疾病预防和健
康促进理念，提升人民群众健康保障
水平。

论坛上，来自海内外的知名健康
专家学者，分别结合自身专业，围绕全
民健康与全人健康、健康乳山与可持
续发展等不同主题，以先进的理念，前
沿的知识，真诚的倡议，为现场观众普
及“健康中国”战略，助力“健康中国行
动”扬帆远航。

作为母爱之城、长寿之乡，乳山始
终以保障群众健康为核心，以体制机
制创新为动力，以普及健康知识、优化
健康环境、发展健康产业为重点，不断
探索创新，规划实施了医疗综合体项

目,优化医疗机构布局,着力打造“15分
钟健康服务圈”，先后荣获“中国长寿
之乡”“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

“国家卫生城市”“全国文明城市”等荣
誉。目前,正在积极建设“国家健康城
市”“省级医养结合示范市”,全力为群
众撑起“健康保护伞”。

为提升区域健康医疗水平，乳山
市积极与外合作，引入优质资源，加快
龙头培育，先后与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烟台毓璜顶医院、齐鲁医院等上级医
院展开深入交流合作，成立了周岩冰
教授(团队)名医工作室、孙颖浩院士工
作站，加快重点专科建设步伐。与美国
德克萨斯医学中心及美国顶级医疗团
队建立远程会诊和教学平台，进行战
略性学科能力建设，同时为群众提供
疑难杂症的国际化会诊服务，2019年7
月12日，远程会诊平台正式启用。

同时，乳山积极探索县域内紧密

型医联体建设试点工作。并在试点基
础上，以县级医院对口支援为依托，探
索组建了市人民医院“1+10”、市中医
院“1+6”模式的县域“医共体”。2019年
8月正式被国家卫健委确定为“国家紧
密型县域医共体试点县”。

围绕提升全民健康素质，乳山市
先后启动了社区居民高血压综合防
治、人群乙型病毒性肝炎综合防治、消
化道肿瘤早诊早治、心脑血管疾病风
险干预等系列惠民工程，建立了健康
促进、健康管理、疾病管理 3大措施
并举的慢病综合防治工作新模式，是
全国首批“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
区”，并率先在山东省发布了《乳山市
居民健康状况报告》。

针对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健身需
求，乳山积极规划建设文化综合体、体
育综合体、教育实训基地等一批设施，
投资3亿元扩建了金牛山公园，改造了

河滨公园，新建金碃岭体育公园，完善
了人民广场、东方广场等6处健康主题
公园，全市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2平米
以上。今年9月，乳山市又对25所中小
学及职校室外体育设施全部开始免费
向社会开放，为市民提供良好的运动
建设环境。

为营造全民健身氛围，乳山市承
办了乳山女子半程马拉松比赛、《战》
世界格斗系列赛(乳山站)“王者之巅”
银滩揭幕赛、2018风景中国自行车联
赛(山东乳山站)山东省沙滩排球锦标
赛、庆祝建党97周年暨岭南股份成立
20周年(乳山站)环湖跑活动等大型赛
事，举办了全国“万步有约”职业人群
健走激励大奖赛、全民运动会等本土
体育赛事等。

加快健康产业发展步伐，乳山鼓
励引导房地产转型健康养生产业，培
育了一批健康养生专业机构，形成了

居家养老、社区养老、专业机构养老和
医养结合养老、异地互动养老等5种健
康养生养老模式，引入社会资本开办
集养老、护理、医疗为一体的乳山市老
年人养护中心、乳山市华庚医养，引进
了温喜生物科技公司等高端健康产品
制造项目，规划建设滨海医药创新创
业园、银滩生命科学健康产业园等，加
快大健康产业发展。

“专家为加快健康乳山建设、推动
全民科学健身等方面开出一道道良
方。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充分动员全社
会力量参与健康促进建设，进一步普
及健康理念、发展健康产业、营造健康
氛围，加快创建全国紧密型医共体建
设试点县。”乳山市相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乳山将在不断完善全市健康
服务体系的同时，践行“健康+”理念，
加快发展健康产业，打造知名健康品
牌，带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健康义诊活动深入群众生活。 健康赛事营造全民健身氛围。

高标准规划“健康乳山”蓝图
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 宫鹏

“这次回到家乡，变化翻天覆
地。我路过的所有村镇都有了卫生
点，乳山还和不少上级医院、院士
团队建立起合作。”作为土生土长
的乳山人，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宫
鹏用一口乡音道出家乡变化。

15岁离开乳山，21岁出国，作
为我国首批海外顾问专家，美国伯
克利加州大学环境科学、政策和管
理系终身教授，宫鹏对故乡未来发
展提出很多珍贵建议。

宫鹏表示，生态是乳山乃至威
海的软环境优势。乳山是“长寿之
乡”，可从城市规划入手，将健康融
入政策，将城市优势发挥到最大。
针对城市下一步的发展，宫鹏提出

“健康城市，规划先行”的概念。
“银滩是乳山市发展大健康产

业的一个重要依托。银滩环境变好
会引来更多的人，但人流量增加会
给环境治理带来压力。做顶层设

计，可以有效缓解这一问题。”宫鹏
介绍，做好健康规划，首先要摸清
城市存在的问题，在强化卫生防
疫、保护环境、促进城市化和工业
化健康发展方面找出针对性的解
决措施，避免城市规划失灵，治标
不治本。这方面，不仅需要专家出
力，更需要促成跨部门合作，形成
工作推进的整体性、系统性。

“当乳山打造出宜居的软环
境，就具备了吸引人才的基础优
势。”宫鹏表示，健康城市的发展离
不开人才，可以通过举办学术活
动、出台优渥人才政策等方式吸引
人才。下一步，他将密切关注家乡
发展，在家乡需要时，尽可能在城
市规划、人才招引等方面提供帮
助。

“医疗互联”带来群众就医新体验
美国休斯敦西南纪念医院副院长 丰建伟

“乳山市正在打造县域医共
体，可以让市民实现‘足不出市’就
医，这是一个很好的举措。”美国休
斯敦西南纪念医院副院长丰建伟
说，乳山不光要吸引全国人民来到
这里，更要给他们一个‘留得住’的
重要理由。

今年，丰建伟和乳山市人民医
院开展合作，建立起远程会诊，以
每周一次的频次和不定期坐诊的
方式，帮乳山市人民医院“把脉”心
血管领域疑难杂症。由此，该院心
血管科医护人员得以在丰建伟的
指导下进行手术，把美国休斯敦西
南纪念医院乃至国际一流的心血
管手术经验运用到实际操作中。

通过一次次合作，丰建伟对乳
山市医疗体系愈发熟悉，针对进一
步 提 高 健 康 水 平 给 出 中 肯 建
议——— 政府加强政策引导、投资力
度，医护人员用好交流平台提高自

身 水 平 ，医 院 引 进 优 良 医 疗 器
材……他表示，这些方面的改善，
可以优化全市医疗健康环境，不仅
让医护人员为市民带来更优质的
服务，也是重点学科带头人的“梧
桐树”，吸引更多专家来到乳山。

“只要这些学科带头人来了，
就要尽最大可能留住他们。”丰建

伟提出，留住重要人才，除了更有
吸引力的政策，还需要政府的真情
服务，满足人才家庭、学术研究等
各方面需求，让他们放心工作生
活、没有后顾之忧；也可以通过举
办论坛等形式，形成专家的集聚效
应，群策群力下，也会出现不少“金
点子”。

“健康+”让自然优势成为产业优势
美国贝勒医学院得克萨斯儿童医院小儿心脏中心约翰威尔士心血管诊断实验室主任 范玉新

“我是第一次来到乳山。这里
给我的第一印象，不愧是‘母爱乳
山’‘长寿之乡’！”范玉新感慨地
说，乳山市民的健康长寿和清新的
环境不无关系。

范玉新认为，乳山可以通过一
些具体举措，进一步擦亮“长寿之

乡”名片，“乳山市有很多90岁、100
岁的长寿老人，我们可以做一个调

查问卷——— 他们有什么有助于长

寿的生活习惯？乳山美好的环境对

他们的健康有没有帮助？”他指出，

当本土市民的生活方式被总结成

一种经验，就可以向全国推广，为
健康中国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当环境成为城市名片，就可以
发展“健康+”，让自然优势成为产
业优势。范玉新在健康产业方面建
议，可以将康养文旅相结合，打造
文旅基地、健康产业园。

“在美国，老人不住在自己家

中，而是住在一个综合园区，有理
发师、医生、厨师……能满足老人
各类生活需要。”范玉新介绍，当老
人们集聚在一起，不仅生活无虞，
也能远离孤独，对他们的健康更有
好处。而在乳山，园区建设还能结
合绿水青山，让老人呼吸新鲜空
气，体验更加健康的生活方式，对
他们更具吸引力。

园区的建设需要人才，范玉新
建议，可以针对各领域需求，针对
性吸纳人才，“权威调查问卷需要
建立大数据库进行统计，需要统计
学人才；产业园需要建设得舒适宜
居，要有建筑领域的人才……这样
一个园区的建设，前期投入较大，
但建设成功后，对产业发展很有帮
助。”

让“健康生活方式”成为新名片
中国国家外专局海外专家、德克萨斯医学中心医学博士导师 马欣

“走进乳山，我的心率和血压
都会降低，清晨在海边慢跑，看着
周边风景美如画，真的是一种享
受。”对于脚下的这片土地，马欣有
着说不完的情愫，而10月3日的乳
山之旅，让他更坚信自己的想法。

作为生活方式医学专业出身
的马欣，一直对健康有着自己独到
的见解。“这里是著名的长寿之乡，
究其原因，我觉得离不开它自身健
康的生活方式和优美的生态环
境。”谈及乳山发展健康产业的方
向，马欣建议要依托本地资源，充
分发掘自身优势，将其打造成模范
生态小城。

此前，马欣曾多次深入观察、
研究乳山，从整个城市的传统文
化、城市环境到个人的饮食结构、
睡眠健康、运动状况，都做了系统
研究。随着了解的深入，马欣越发
觉得乳山的城市特质和他正在进

行的生活方式医学研究理论极为
契合。他认为，乳山在城市建设中，
应该注重提炼、升华，瞄准健康中
国2030规划目标，打造好“健康生
活方式”这张城市名片。

“胶东人的勤劳美名在外。勤
劳和运动也是保持身心舒适、生活
健康的重要环节之一。”马欣介绍，
他讲座的主题《全民健康与全人健

康》正是由此提出——— 全民健康基
于全人健康，而全人健康“需要市
民把自己当成自己健康的负责人，
把健康当成一种生活方式”。

对于人才引进方面，马欣说，
乳山应该立足自身生态优势，搭建
专业平台，以地、以才聚才。“要让
所有人才、产业都在乳山汇聚，而
不是一味借鉴别地经验。”

健康产品未来前景可期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战略管理博士后、北京仁心若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顾文涛

“发展健康产业，一定要建立
在高品质产品的基础上。我们合作
的这款肽产品，有助于营养保健品
产业的打造。”顾文涛介绍，该产品
对老人、儿童、产妇等16种人群均

有良好补益作用，市场前景广阔。

只要政府营造出良好的市场氛围，

该产品可以助力乳山市营养保健

品产业进一步发展。

去年年底以来，北京仁心若水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乳山市华隆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合作，以小

分子大豆蛋白肽为主要原料，开发

出新的肽产品，该产品技术含量较
高，是顾文涛眼中名副其实的“健
康产品”。“我和乳山是‘老朋友’

了，这次来参加讲座，应该叫‘探
亲’。”顾文涛说。

对乳山市发展大健康产业，
顾文涛从专业角度给出了自己的
建议：“除了政策支持，政府也可

以多举办一些健康论坛、展览，让
乳山市民了解到更多健康知识，
也让各地专家、企业家了解乳山
市的健康产业，形成良好推介作
用。”

健康产业呼唤专业人才支撑
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消化肿瘤亚专科主任 戴广海

“这是我第一次来乳山，湛
蓝的天空让我感觉心情瞬间舒
畅了。”作为此次活动的重要嘉
宾之一，戴广海对乳山发展健康
产业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乳
山人文环境特别好，绿水青山，
很适合发展康养产业。”

戴广海说，乳山拥有得天独
厚的地理优势，发展健康产业要
立足自身条件，积极引进人才。

“人才是第一发展生产力，没有
人才支撑，产业很难兴存。”

“有发展的理念还不够，必
须再加上具体有效的行动。”戴
广海说，乳山发展大健康产业，
要以可行举措为抓手，大力做好
宣传工作，以此招才引智，行成
雄厚的产业集群。

得知乳山正在打造县域医

共体，可以让市民实现“足不出
市”就医，戴广海说：“我觉得这
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案，随着现代
生活越来越智能化，足不出户就
医指日可待。”如何进一步促使
其 发 展 ？戴 广 海 给 出 自 己 的 建
议：“可以充分发挥远程医疗的

优势，尤其是在5G信息化时代，
远 程 医 疗 将 会 被 更 广 泛 地 运
用。”

结束演讲活动，戴广海还参
加下午的考察。“这趟乳山之旅
来得值，期待这座城市可以发展
得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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