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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月19日后请拨打
新院区总机：0757-89933611
顾客服务中心：0757-88591316

南医新院区27日全面对外试运行
旧院区19日17：00起停止门诊服务，24日零时起停止急诊、发热门诊服务

南海区人民医院

的搬迁，是南海加强优

质医疗资源覆盖，提升

群众医疗卫生服务获

得感的一项重要举措，

对提高医疗服务水平、

促进全区医疗资源的

平衡和高质量发展有

着重要意义。

南海区人民医院

新院区将于1月27日

全面对外试运行。1月

14日，南海区政府举

办南海区人民医院搬

迁工作媒体沟通会，区

卫健局、区交通局、市

医疗保障局南海分局、

南海区人民医院就南

医搬迁过程有关群众

关心的问题进行解读。

南海区人民医院党委书

记巫祖强介绍，南海区人民

医院搬迁时间有几个节点，

具体为：2022年1月17日

搬迁转运演练；1月 19日

17：00起，全面停止门诊服

务；1月22日零时起，全面

停止手术室服务；1月24日
零时起，全面停止急诊、发

热门诊服务，停止办理入

院；1月24日起，开始转运

住院患者到新院区；1月27
日起，新院区全面对外试运

行；2月7日起，佛平路旧院

区将保留B超、心电图、CT
和检验等部分辅助检查项

目，继续为市民提供简易门

诊服务。

市民需要注意的是，南

海区人民医院从2022年1
月1日起就开始压缩在院病

人，减少轻症病人收治入院，

三四级手术或急危重症患者

除外。巫祖强建议广大市

民，有需要急病就诊的到附

近医院就诊，如果非急诊住

院患者，可以等1月27日新

院区正式对外服务再到新院

区就诊。

自 2020年 12月医院

启动搬迁仪式以来，南海区

人民医院陆续完成各项竣工

验收工作，2021年5月底，

科研教学体检楼竣工验收；

2021年 10月底，门诊楼、

医技楼、住院楼、食堂竣工验

收；2022年1月上旬，液氧

站、太平间、污水站竣工验

收。目前，CT、MRI等医疗

设备已经调试完毕。2022
年1月15日至17日连续三

天，医院将进行全流程病人

就诊和住院模拟压力测试。

此次搬迁工作得到南海

区委区政府及区卫健局等各

级部门提供的多方面支持，

同时医院严格落实“一把手

工程”，院领导全局统筹患者

转运工作，以患者安全为重

点，多方面考虑为患者转运

提供安全保障。如南海区卫

健局统筹调度，为患者转运

提供救护车及设备资源支

持；设置临时救治点，开通绿

色通道。交通部门协助交通

管制，畅通转运交通。

会上，市医保局南海分

局副局长杜耀文对于南海

区人民医院整体搬迁期间，

市民所关切的患者医保方

面是否有变化等问题作出

解答。

杜耀文介绍，对于南海

区人民医院整体搬迁后，佛

山市参保人在新院区就诊，

其医保待遇保持不变。其

次，患者到南海区人民医院

新院区就诊，将享受到更优

质的诊疗服务与同等的医保

待遇。对于佛山市已经确认

门诊特定病种的参保人，在

其选定的市内3家定点医疗

机构进行门特治疗可享受相

应的医保待遇，若因特殊情

形需变更其门特选定医院

的，一个年度内可办理一次

变更手续。同时，本年度内

尚未办理过变更手续的参保

人，可就近到各驻院医管办

窗口办理变更手续，当场即

可生效。如南海区生育保险

参保人需进行就医确认的选

点变更，则需在南海区任一

镇街行政服务中心社保窗口

办理。

杜耀文提醒，搬迁期间

的应急阶段，如出现不能在

医院办理医保结算业务的

情况时，对住院参保人，医

院将指引参保人先进行挂

账，待排除问题后再由医院

通知参保人回院结算；对门

诊参保人，将指引参保人先

进行自费结算，待排除问题

后再由医院通知参保人回

院结算，其中门特待遇若参

保人不回院结算的，医院可

指引其回参保所在地的行

政服务中心社保待遇窗口办

理零星报销。

会上，南海区公路事务中心副主任祁明

泽介绍，新院区交通围绕公交优先的核心策

略，在医院门前设置公交双港湾站台，实现

公交与医院零距离换乘，下车就进入医院；设

置医院正门公交接驳服务，可通过212短线

和南高01两条公交线路无缝接驳绕行桂丹

路南北两侧短距离运行，服务好市民周边公

交站最后500米出行到医院。

其次，还将采用立体化、管道化接驳、道

路挖潜等措施，在医院南侧设置下沉广场，

车辆通过下沉广场“即停即走”、或进出地下

停车场，分离到达医院进入停车场车辆与通

过性车辆，减少干扰；并将桂丹立交北转西

与桂城方向来车通过立交匝道方式分离，避

免北转西车辆与到医院、信息技术学校、公

交枢纽等车流的严重交织，消除拥堵隐患；

同时，还在医院东南侧600米位置增设一个

入桂丹路主道的路口，从而提前分散一环辅

道前往丹灶方向的车流，避免一环辅道全部

车辆经过医院南门。

此外，在桂丹路辅道有限空间内，还进

行了拓宽改造，增加至4条车道，局部5车

道，从而尽可能提升了道路通行能力，缓解

拥堵压力。

围绕公交优先多举措提供交通服务

做好新院搬迁的交通服务保障

本次南医新院区搬迁中，交通、公安等

部门将提供公共交通服务保障。目前以南

海区7个镇街中心城区、重要交通枢纽，通

过优化调整线路或公交换乘方式已解决各

个镇街连接需求，现已有209、212、212短
线、248、249、250、256、286A、南高01、
南高21、南高32B、丹灶快线、狮山快线、佛

广008路、旅游城巴3线共15条公交线路

途经停靠南海医院新院区。

此外，交通部门还增加投入，确保辅道

拓宽及下沉广场施工完成并通车；下沉广场

工期压紧，为新医院的南侧广场建设和消防

通道施工争取时间。

对于搬迁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交

通部门也已加强与医院沟通，与院方相

关负责人员专题召开协调会，针对人行

天桥过街后，人行至医院的安全问题，提

出设置临时围挡、保留部分旧天桥服务

等预案；设置 212短线和南高 01两条公

交线路加强最后 500米出行服务保障；

针对进入医院社会车辆交通组织问题，

为院方解答了目前医院立体交通组织的

原理和目的，并建议医院充分利用地下通

道组织进入医院停车场，路面部分仅服务

急救车辆和消防车辆，从而减少桂丹路辅

道拥堵的隐患。

对于南医新院区搬迁后患者在交通方

面如何出行的问题，祁明泽介绍，首先，公交

出行方面，从禅城区、西站片区、桂城、里水、

大沥等地前往的市民，可根据实际搭乘公交

车在新南海医院南门站（往丹灶方向）下车，

返程在新南海医院南门站（往丹灶方向）乘

坐212短线直达桂城、禅城或者到新南海医

院（南海信息技术学校）站（往桂城方向）换

乘其他线路；从三水区、西樵、九江、丹灶、狮

山等地前往的群众，可根据需要搭乘公交车

新南海医院（南海信息技术学校）站（往桂城

方向）下车过人行天桥或者换乘南高01接
驳至新南海医院南门站（往丹灶方向），返程

在新南海医院南门站（往丹灶方向）上车；从

狮山前往的群众也可搭乘公交车到达新南

海医院北门总站就医。

其次，小汽车出行方面，到达医院车辆，

要提前变道，注意进入地下停车场入口，尤

其桂城等东向来车，要提前在桂丹立交处，

利用新增匝道进入辅道，避免错过医院南侧

停车场主入口；桂丹立交北转西一环辅道车

辆，可直接沿辅道进入下沉广场，进入到下

沉广场通道的车辆，要注意行人安全。

另外，慢行方面，跨桂丹路天桥出行的

慢行的市民，请注意安全，按照临时围挡空

间行走，避免随意横穿道路，带来安全隐患。

在过去，南海区人民医院旧院区长期受制于

周边条件，再加上院内设施较为陈旧，早晚高峰期间

周边交通拥堵，平日城区环境拥挤嘈杂，这些因素都

导致南医对高精尖技术引入和科室人员队伍质量

提升难以开展工作，最为重要的问题是旧院区难以

满足佛山市南海区近400万市民的就医需求。同

时，旧院区所在的禅桂区域，地理位置上临近广州，

周边医院林立，大多分布在南海区人民医院东部地

区，旧院区的地理位置并不具备优势，反而阻碍了

医院自身的未来发展，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

这也不利于整个南海区医疗资源的均衡发展。

据佛山市南海区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

南海区常住人口约366.7万人，加上流动人口，

南海区共计约有400多万人口。其中，南海中西

部地区人口占比较大，目前已超过200万人口，就

整个南海区而言，中西部地区的市民对医疗资源

的需求较大。

南海区卫健局副局长叶纯坤表示，目前，从数

量上来看，南海区医疗资源分布呈现出“东高西低”

的趋势。全区现有公立医院15家，以狮山镇为界，

东部三镇占有9家，西部三镇仅占4家。其中，二级

及以上医院，东部有8家，而西部只有3家。

从整体上看，南海区人民医院本次从桂城搬

迁到狮山，不仅可以打破南海中西部片区医疗资

源不足的现状，大大提升西部片区的整体医疗水

平，还能惠及更多群众，为群众看病就医创造更加

便捷的条件。于内而言，将新院区放在狮山，能够

有效推动南海区域优质高效医疗资源重新布局，

为保证南海医疗可持续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于外

来说，南医从狮山重新出发，由点及面，将对周边

地区形成强有力的辐射，近到广佛肇，远至粤桂

黔，汇聚各地医疗实力共同编织出一张强有力的

医疗保障网络。

制造业是狮山的立镇之本。为奋力谱写高质

量发展的新篇章，狮山早已在教育上提前进行人

才布局，而薄弱的医疗资源就成为发展的重要缺

口，南海区人民医院新院区的落地正好补齐了这

项不足，未来将全面增强城市发展能级，提升区域

医疗水平。

接下来，南海将从居民的健康需求出发，全

区以医联体、专科联盟和分级诊疗建设为抓

手，推动构建整合型卫生服务体系。全区总

体统筹，基于各镇街的产业结构、人口规模、

疾病谱等特征进行差异化定位，积极打造南

海区人民医院、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南

海区妇幼保健院、广东省人民医院南海医

院、南方医科大学第七附属医院、南海区第

四人民医院等区域医疗中心，做精做强重点

专科、优势专科、特色专科，做实技术龙头。

统筹/珠江时报记者方婷

文/图珠江时报记者方婷蓝志中许可可

实习生施玥卓

通讯员杨晨梁筠仪黎凤彩

■南海区人民医院新院区将于1月27日全面对外试运行。 资料图片

旧院区急诊、发热门诊
24日全面停诊

市民在新院区就诊
医保待遇不变

交 通 指 引

为新院搬迁后患者出行提供交通指引

搬 迁 意 义

提升西部片区
整体医疗水平

2月7日起，佛平路院区将保留B超、心电图、
CT和检验等部分辅助检查项目，继续为市民
提供简易门诊服务。

时间节点

交通指引

2022年1月19日17：00起，全面停止门诊服务；

1月24日零时起，全面停止急诊、发热门诊服
务，停止办理入院；

1月27日起，新院区全面对外试运行；

医院门前设置公交双港湾站台，实现公交与
医院零距离换乘，下车就进入医院；

设置医院正门公交接驳服务，可通过212短
线和南高01两条公交线路无缝接驳绕行桂
丹路南北两侧短距离运行。

咨询电话

2022年1月19日前请拨打
旧院区总机：0757-86332927
顾客服务中心：0757-86288120

要点逐个

■目前，新院区已有几个科室进驻试运行

顺利，为新院区全面试运行增加了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