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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医院”让“家门口看名医”渐成现实
长三角城市群医疗资源加速融合，助力区域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橹声悠扬，烟波袅袅，千年古镇西塘

近期多了一个“健康地标”。 9月 29日，

长三角首个“5G 智慧健康屋”在浙江省

嘉善县西塘镇启用，居民在健康屋里不

仅能借助人工智能（AI）自测血压、心肺

功能，还能通过 5G 网络“连线”上海医

生———长三角跨域健康信息互联互通

在这里实现首个应用场景落地。

日前，国务院批复《长三角生态绿

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总体方案》， 标志

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进入全

面施工期。这个坐落于示范区核心位置

的“智慧健康屋”，正是长三角区域健康

一体化进程中的一个生动缩影———这

一年，长三角城市群的医疗资源正以前

所未有的速度与姿态加速融合，为区域

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做加法”。

而随着更多长三角医院开业，以及

异地医保结算等体制机制不断创新与突

破，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在健康领域

的惠民成效日益显著，民生获得感满满。

“长三角医院” 渐次落
地，重塑区域医疗格局

“我的运气太好了，等到了瑞金舟

山医院的开张！ ”浙江省舟山市居民李

大伯的这句话，也是江苏省无锡市等苏

浙一带居民的心声。

尽管居住在中国经济最发达的长

三角地区， 但对部分海岛居民来说，依

旧会遇到“看病难”。李大伯自从查出患

上食管癌后，就踏上了“外出就医路”。

去年 11 月， 上海瑞金医院舟山分

院进入试运行， 李大伯抱着试试看的心

情去问诊， 胸外科执行主任车嘉铭接诊

后认为，李大伯不适合再进行保守治疗，

若想保命，只有手术一条路。考虑当时的

舟山分院尚未具备相应手术条件， 车嘉

铭为李大伯开通绿色转诊通道， 将他转

至上海瑞金医院。最终，手术由车嘉铭主

刀，顺利完成。 一个月后，李大伯回到瑞

金医院舟山分院， 给车嘉铭送上感恩锦

旗。 这是舟山分院收到的第一面锦旗。

一年来，上海瑞金医院舟山分院共

接诊 13 万人次门诊患者、3000 多名住

院患者和 1500 多名手术患者。 这一串

数字背后，意味着大批长三角居民由此

免去一次次赶往上海就医的辛苦。

“作为中国综合经济实力最强的地

区，长三角城市群理应先行先试，建立

起区域健康治理新模式。”以此为倡议，

今年 5 月，在上海举行的首届健康长三

角峰会上，首批三大重点合作项目———

江苏无锡新瑞医院 （上海瑞金医院牵

头）、浙江宁波杭州湾医院（上海仁济医

院牵头）、安徽滁州医联体（上海第九人

民医院牵头）正式落地。

这一年，“长三角医院” 朋友圈越来

越大， 上海优质医疗资源正以多种辐射

形式惠及长三角，重塑区域医疗格局。

整合优质医疗资源 ，为
优化区域营商环境“加分”

浙江宁波杭州湾医院又称“仁济医

院宁波医院”。今年 3 月正式运营以来，

这里接诊了不少“洋患者”。 原来，医院

所在的宁波杭州湾新区，是国家级产城

融合示范区， 也是沪甬合作示范区、浙

沪合作示范区，区内高端制造、生物医

药等高新技术企业林立，属于典型的人

才导入区。区内拥有这样一家高起点的

大型医院为健康保驾护航，是能否吸引

大批人才来此干事创业的重要考量。

由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

医院、 中国科学院大学宁波华美医院

（宁波市第二医院）、宁波杭州湾新区管

委会合力打造的宁波杭州湾医院，开启

了“沪甬合作办医”新模式。当地政府直

言，这家新医院地处发展势头迅猛的杭

州湾新区，为当地“筑巢引凤”增添了重

要的软实力。 就在开业两个月后，该院

再获 150 亩发展用地，当地对这家新医

院的“期待”可窥一斑。

自去年 12 月 26 日试运行以来，仁

济医院宁波医院门诊量快速上升，开创

了多项当地“第一”。上海仁济医院院长

李卫平称，建设好杭州湾医院不仅是民

生工程，也是服务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

化发展的重要举措，希望这座医院探索

一流医疗合作示范模式，成为优化当地

营商环境的“加分项”。

随着一批上海顶尖医院在长三角

办医， 三省一市优质医疗强强联合、互

补发展，收获的不仅是长三角居民“家

门口看名医”的笑脸，更有优质医疗资

源服务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隐形价值”。

政策“破冰”技术“加持”，

区域医疗保障融合发展

长三角健康“朋友圈”越做越大的

背后，是敢闯敢试、勇创新机制的作为

与担当。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进程

中，孕育了一批“长三角医生”。 截至今

年 10 月， 瑞金医院已有 560 余名医学

专家分别办理了浙江省 （舟山分院）和

江苏省（新瑞医院）的多点执业登记。

不断“破冰”的，还有备受关注的医

保异地结算政策。 经过一年努力，9 月

25 日， 异地就医门诊费用直接结算在

长三角 41 个城市实现“全覆盖”，覆盖

三省一市 3700 多家医疗机构。

早在今年 5 月，包括异地就医备案

在内的两项医保服务事项，纳入长三角

政务服务“一网通办”首批开通事项，免

除了居民的来回奔波。

截至今年 9 月，长三角门诊直接结

算总量累计达 31 万人次， 涉及医疗总

费用 6800 余万元。其中，上海参保人员

在三省结算近 12 万人次， 上海与三省

参保人员异地结算比例约为 1∶1.6。

这一年，长三角健康一体化的脚步

还在继续：9 月 27 日，“红色教育基地”

浙江省台州市大陈岛与上海市第六人

民医院实现超声 5G 远程分级医疗；10

月 23 日，长三角院前急救联盟成立，构

建长三角海陆空立体救援体系……

政策“破冰”、技术“加持”，是促进

长三角区域医疗保障融合发展的两大

支撑。 可以预见，随着“长三角医院”朋

友圈日益扩容，高层次医疗卫生人才柔

性流动新机制，区域间分级诊疗、远程

医疗及慢病防治，跨省医保结算等医改

新探索还将陆续铺开。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迈入“快车道”
张学良

一年前 ， 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

考察时强调 ， 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的文章做好 ， 使之成为我国发展强

劲活跃的增长极 。 一年来 ， 上海的

龙头带动作用进一步提升 ， 紧扣

“一体化” 和 “高质量 ”， 长三角一

市三省 “1?3>4” 效应正在形成 ，

长三角区域协调发展对全国的示范

引领效应不断增强。

风从海上来，潮涌长三角。 回眸

这一年，从《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

发展规划纲要》发布 ，到推动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领导小组全体会议在上

海举行 ；从打通省际断头路 ，到 《长

三角科创板企业金融服务一体化合

作协议 》 助推科创板和注册制试点

落地；从 G60 高速公路旁在建的“拉

斐尔云廊 ”，到上海嘉定构建长三角

科创网络中枢；从长三角区域政务服

务“一网通办”开通，到“跨省公交”运

行……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的步伐从未停息。 最近这段时间，“一

体化”又迎来几个重要节点 ：国务院

批复《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

范区总体方案》；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

体化发展示范区揭牌。

站位决定格局， 唯有站高谋远，

才能赢得主动。 全国发展的强劲活跃

增长极、高质量发展样板区 、率先基

本实现现代化引领区、区域一体化发

展示范区和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

地———这个战略定位意味着长三角

将在全国改革发展大局中扮演更重

要的角色，担起更重要的使命。 在承

担国家战略和重大任务的过程中，人

们时时可以感受到上海作为排头兵、

先行者的那股“气和劲”。 比如，在世

界银行最新发布的《全球营商环境报

告 2020》中，中国排名再次大幅上升

15 位。 作为中国重要的样本城市，上

海有 5 个指标进入全球前 30 名。

日前 ， 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

察时再次强调 ， 扎实推进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 。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

战略正进入密集施工的新阶段 。 不

辜负总书记的期望和重托 ， 增强大

局意识 、 全局观念 ， 上海既要努力

拉长长板 ， 更要积极地贡献长板 ，

为其他地区发展赋能提速 ， 切实担

负好特殊使命。

（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长三角
与长江经济带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

教授）

2018 年 11 月 5 日，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主
旨演讲中，习近平主席宣布，将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
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
体系， 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同
“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相互配合， 完善中国改革开放空间布局。 11 月 7

日，总书记在沪考察时，要求上海“在推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
体化发展中进一步发挥龙头带动作用， 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的文章做好，使之成为我国发展强劲活跃的增长极”。

2019 年 11 月 3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指出，要
深入推进党中央交付给上海的三项新的重大任务落实。 “长三
角三省一市要增强大局意识、全局观念，抓好《长江三角洲区
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贯彻落实，聚焦重点领域、重点区域、

重大项目、重大平台，把一体化发展的文章做好。 ”

总书记的嘱托

示范区建设进入全面施工期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
区建设进入了全面施工期 。 11 月 2

日， 在示范区首批产业项目启动大会
上， 示范区执委会主任马春雷打了一
个形象的比方： 示范区所在的青浦 、

吴江、 嘉善三地是 “三横 ”， 一体化
就是 “一竖”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
体化发展示范区就是要探索创立新型
发展的一张 “王牌”。

在推进 “一体化 ” 合作探索中 ，

上海市青浦区 、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
区、 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三地建立联

席会议制度 ， 制定三地 2019 年一体
化发展工作方案， 围绕规划契合、 设
施汇合、 产业耦合、 功能聚合、 治理
融合、 环保联合 “六个组合拳” 和七
个方面保障措施 ， 细化了 51 项具体
合作项目。

一年间 ， 一个又一个 “一体化 ”

具体行动落地， 实实在在惠及广大人
民群众：

3 月 6 日 ， 嘉善—吴江—青浦公
交线开通， 为嘉善县和吴江区群众换
乘上海轨道交通 17 号线提供了便利。

截至目前， 青浦区与毗邻地区均已开
通跨省公交线路；

3 月 29 日， 上海积可建材有限责
任公司获得首张 “长三角一体化” 跨
区域通办营业执照；

4 月 28 日， 三家企业从嘉善县审
批服务中心 “长三角一体化企业开办
服务区” 一并领取营业执照 、 公章 、

“法人一证通” 数字证书 、 税务发票
和税控设备 ， 实现了长三角 “结合
部 ” 地区跨区域企业 “一窗通办 ”

“一窗发放”；

5 月 22 日， 青浦区、 吴江区、 嘉
善县三地共同签订 《关于一体化生态
环境综合治理工作合作框架协议》；

7 月 1 日， 首张住所冠以 “长三

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字样
的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发出；

8 月 15 日， 三地签署 《长三角生
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政务服务一
体化工作实施方案》；

此外， 三地人大常委会助推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合作框架协
议、 三地法院执行协作机制和三地检
察机关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备忘录
均已签署； 三地信用领域沟通协调机
制和共享共用信用信息平台均已启
动；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电力行动计
划 （2019 年）》 发布……

示范区三地联动发展还在全方位
不断探索中。 青浦区表示， 长三角生
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揭牌， 标
志着三地正式结成命运共同体， 将共
同全面践行新发展理念， 开启发展新
模式。

交通基础设施融合协同发展

一年间， 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加强
铁路、 公路、 港航、 航空等重点领域
沟通合作， 促进交通基础设施融合协
同发展， 持续推进长三角交通运输更
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打通省际断头路， 是长三角交通
一体化发展的重中之重。 这一年， 仅
上海市与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市、 嘉善
县之间的路桩已拆除 20 余处 。 在专
家看来， 解决了 “通” 的问题之后，

还要继续解决 “通好” 的问题———三

省一市间要跨越行政区划边界， 做好
规划对接 ， 在道路新建 、 公交接驳 、

轨道交通等方面展开全方位合作。

铁路承担着交通运输“大动脉”的
重任，一同与区域一体化进程起舞。 如
今， 长三角以全国 8%的铁路营业里
程，承担着全国 20%的旅客发送量。 长
三角铁路网四通八达， 开行客车超过
1000对，时速 350公里“复兴号”列车开

行进一步扩容； 区域内基本建成“1—3

小时”高铁交通圈，同城效应显现。

今年年底前，商合杭铁路商合段、

郑阜、徐盐铁路、连镇铁路董淮段 4 条
又将陆续开通运营， 长三角地区高铁
运营总里程将突破 5000 公里。 沪苏湖
铁路与通苏嘉甬铁路两条新线正在抓
紧推进，力争尽早开工。 预计到 2020

年末，长三角铁路营业里程达 1.3 万公
里，其中高铁超过 5300 公里 ，运营的
铁路覆盖三省一市范围内除浙江省舟
山市以外所有地级以上城市。

长三角地区要建成世界级城市

群， 世界级的机场群和港口群建设尤
为关键。 2018 年， 长三角区域内各机
场完成的旅客吞吐量突破 2.5 亿人次，

货邮吞吐量达到 569 万吨， 分别占全
国的 19.6%、 35.1%， 航线网络可直
达全球 48 个国家和地区 。 目前 ， 长
三角机场群整体功能和效率仍在提
升。 港口方面， 2018 年区域内各港口
共完成的港口货物吞吐量达 46 亿吨，

占全国的 35%， 集装箱吞吐量 9026

万标箱， 占全国的 36%。 小洋山北侧
开发项目的动工将让长三角区域跨省
市的港口战略合作再迎实质性进展。

目前， 上海市交通委还正在加快
推进内河航道网络化、 区域港口一体
化、 运输船舶标准化、 绿色发展协同
化、信息资源共享化、航运中心建设联
动化，协同推进区域港航一体化发展。

■本报记者 薄小波

■本报记者 张晓鸣

沪浙携手合作，相关部门、企业、医疗单位齐心协力，于今年 8 月中旬在小洋山岛上开办了上海市第六人

民医院东院小洋山门诊部，浦东新区医疗急救中心小洋山分站同时投用，成为长三角首个 120 院前急救与院

内急救“融合点”。 本报记者 袁婧摄 右图：医生在市六医院东院小洋山门诊部工作。 （市六医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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