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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期一图：李文华董事长为《健康报》总编辑周冰详细介绍医疗快线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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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6120团队无缝护送天南地北两名患者

马不停蹄飞越万里  966120团
队无缝护送天南地北两名患者

一、38 小时、飞行过万公里，两名患者顺利
转运
　　通过广东民航医疗快线团队为患者提供的病床

到病床（BTB）航空医疗转运服务，2018 年 8 月 25

日 23 时 15 分，承载着希望的南航广州 - 乌鲁木齐

CZ3138 航班提前 15 分降落，早已等候在乌鲁木齐

机场的急救中心医疗团队速将患者接上救护车并送

往医院，通过商业航班担架的转运方式，“966120”医

疗团队顺利将身患重病处于昏迷状态的患者从广州

转运回新疆乌鲁木齐医院继续治疗。做完病情交接，

安顿好患者后已是凌晨 2 点。劳累了一整天，本该好

好休息的医疗团队并没有好好冲个凉，美美地睡一

觉；而是一丝不苟地检查、准备设备。因为内蒙古满

洲里人民医院还有一位骑马受伤的游客需要紧急转

回广州治疗，医疗团队要在 4 小时后搭乘最早一班

飞机从乌鲁木齐赶往满洲里执行任务。医疗团队顾

不上全身的疲惫，只希望 4 小时后的航班能准点起

飞，能够及时赶到满洲里接受伤患者回广州治疗。4

小时后，06:30，医疗团队乘坐的海南航空乌鲁木齐 -

呼和浩特 HU7887 航班提前 15 分钟起飞，并于

11:00 到达呼和浩特白塔机场，医疗团队携带医疗设

备立即换乘厦门航空呼和浩特 - 海拉尔 MF8145 航

班，13:30 分顺利到达海拉尔东山机场，早已等候在

机场的救护车接上医疗团队，马不停蹄地赶往 200

多公里以外的满洲里人民医院，医疗团队必须要到

满洲里人民医院接上患者并在 20 点前回到海拉尔

东山机场，才能赶上 21 点的航班，时间无论是对患

者还是医疗团队都显得异常宝贵。经过两个半小时

的车程，16:00 医疗团队顺利到达满洲里人民医院，

做好病情交接，接上患者，16:30 从满洲里出发。由于

患者是腰椎骨折，为了避免颠簸造成二次伤害，一路

减慢车速，力求平稳，经过 3 个半小时的车程，晚上 8

点顺利到达海拉尔东山机场，在机场急救中心医护

人员和九元航空公司工作人员协助下，成功将担架

（下转第 4 版）

情，已经是凌晨 3 点了。从 25 日 13:00 出发到 27 日

03:00 任务结束，医疗团队整整连续工作了 38 个小

时。

二、同一时间，两个任务；暑期旅游航线，一
票难求
　　2018 年 8 月 23 日，广东民航医疗快线 24 小时

救援 966120 热线同时接到广州到新疆乌鲁木齐、内

蒙古海拉尔至广州的航空医疗转运任务。由于新疆

和海拉尔都是旅游胜地，又正值暑假，游客特别多，

而一名担架病人就要占 9 个位置，加上医疗团队，随

行家属，最少需要 12 个位置。在暑期又这么紧迫的

时间要腾出 12 个位置实在太不容易了，南航和九元

航空接到任务后，高度重视，专门安排经验丰富的部

门主管负责协调位置和安装担架，由于受伤病人较

多，广州担架不够用，为了转运顺利进行，还特地从

外地调配担架到广州安装。机舱担架安装也有严格

的要求，只有获得相关资质的工程师才能安装，为

此，九元航空公司还专门派出工程师到海拉尔现场

安装担架确保转运的顺利完成。

（上接第 1 版）

旅客抬上飞机，经过 4 个半小时的飞行，安全到达白

云机场，当医疗团队将患者顺利送达医院，交接完病

三、航班担架医疗转运是一个系统工程，需
要多部门的联动和密切配合
　　担架医疗转运任务的顺利执行，离不开两地医

院医护的密切配合，提供详细的病情报告，在出发前

把患者的病情调整到最佳状态；离不开航空公司多

部门的协作，提供无微不至的担架旅客服务；离不

开机场急救中心的专业医疗处置和现场协调；离不

开机场安检、地服等部门的支持；离不开好的天气

和飞行条件；离不开转运团队的严谨周密安排；离

不开患者和家属的支持与信任……航空医疗转运的

顺利实施需要天时地利人和。

李文华董事长汇报当前转运试点情况

国家卫生健康委机关报——《健康报》深度调研采访医疗快线
966120创新转运服务获高度肯定

　　8 月底，《健康报》总编辑周冰等一行，在广东省

卫生计生委宣传处处长廖俐珍、体改处副处长李燕、

医政处科长陈永嘉、广东省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杨西将的陪同下，前来广东民航医疗快线

“966120”，就“开展非紧急医疗转运工作，缓解病人

转运难的进展”进行调研，民航医疗快线董事长李文

华及总经理陈志键给予了热情接待。

　　调研组人员首先参观了民航医疗快线门诊部，

并详细了解 966120 救护车及车上专业的急救设备

配置。其后，参观了 966120 运营指挥中心、保险事业

部及办公区域。

　　在充分了解民航医疗快线各业务组成部分后，

调研人员在会议室听取了李文华董事长关于当前转

运试点情况的汇报，及后参会人员就当前医疗转运

行业的发展形势、存在问题进行深入交流讨论。最

后，《健康报》周总编作出总结并给予了专业的意见

和指导。

　　据悉，医疗快线计划于明年向广东省相关部门

提请启动《广东省医疗转运管理条例》的地方立法工

作。“医疗快线正紧锣密鼓在广东省内所有地级市安

排运力和布局，力争今年年底实现广东省内办事处

全覆盖，并逐步向周边省份发展。”李文华展望道。

医疗中心罗伟丰主任为周总编

介绍 966120 救护车及车载设备

《健康报》周总编作出总结

并给予了专业的意见和指导

陈志键总经理为周总编

详细介绍医疗快线转运服务概况

广东省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杨西将副总经理

对医疗快线试点工作作出总结

与《健康报》及省卫计委相关领导一行合影留念

广州至乌鲁木齐患者 - 广州登机

　　经过调研组一行深度调研，《健康报》于 9 月 18

日发表了名为《市场放风筝 政府不断线》的相关报

道，并对医疗快线的医疗转运发展模式给予了高度

的评价。 

　　《健康报》于 1931 年创刊于江西瑞金，是中国共

产党和人民军队创办的第一份专业报纸，是国家卫

生健康委机关报，在全国卫生系统有重要影响，1956

年 1 月由周恩来总理亲题报头。医疗快线能得到《健

康报》的肯定与报道，有赖于各级领导、机构和朋友

们的鼎力支持！医疗快线将加快服务与市场布局，

为更多百姓提供更多样化的优质服务。

海拉尔至广州患者 - 海拉尔登机

到达乌鲁木齐机场

到达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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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6120 正式驻点湛江
为粤西病患提供便捷转运服务

　　2018 年 8 月，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将民航医

疗快线“966120”的医疗转运在线预约功能引入其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10 月 10 日再下一城，中山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 APP2.0 新版上线，正式开通医疗转

运在线预约功能。患者可通过中山一院 APP 以及中

山三院的微信公众号进行医疗转运预约下单，方便

快捷地享受由 966120 提供的全方位、高品质医疗

转运服务。 

　　医疗快线与中山大学附属医院自 2013 年合作

以来，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双方旨在通过努

力共同打造广东地区“空地一体化”的医疗健康服务

平台，为有需要的病患提供优质的医疗转运服务。此

次，中山一院及中山三院将民航医疗快线在下单功

能引入其微信公众号，更进一步地促进了深度的合

作，同时，也代表了中山大学附属医院对民航医疗快

线 966120 医疗团队提供安全、快捷、高品质的医疗

转运及航空救援服务的肯定。

　　近年来，广东民航医疗快线已在南海、珠海、湛

江、中山等地设有办事处，并与多家医院达成战略合

作，致力为每一位患者提供正规、安全、优质的医疗

转运服务。

陈慧芬  民航医疗快线  医疗中心主任

为了您的健康，

我们架起了一道道爱的桥梁。

在每一个日夜里，

不管风吹雨打，

不管严寒酷署，

我们肩负着病患家属的祈盼和重托。

辗转于医院间、高速上、乡道里，永不停歇，

当大家合家团圆，共享天伦时，

我们仍日夜兼程地运转着，

力求最快、最安全地将患者送到目的地。

这就是我们的承诺，

这就是我们的使命。

喜讯！民航医疗快线在线下单功能正式进驻
中山一院 APP 及中山三院微信公众号

爱的桥梁

市场放风筝 政府不断线 《健康报》 , 2018年9月18日
首席记者 姚常房

地空对接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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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以治病为中心”到“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这

是一条清晰的路线。但是，从点到面的扩展中，会有

很多之前不曾关注的盲点，也有很多融合碰撞出的

新需求。需求与供给的新一轮磨合必将催生出诸多

新业态。非急救医疗转运算是新业态中崭露头角比

较早的一类。而处于改革最前沿的广东省，更是提早

一步，5 年磨出一剑，在政府引导下，混合所有、市场

化运行的模式正趋于成熟。

需求与供应匹配失衡
　　改革开放 40 年，城市化、城镇化进程加速，广东

省尤其明显。作为特大城市，广州、深圳等每年增加

众多人员进城工作和生活。加之人口老龄化的加快，

分级诊疗、双向转诊的推进，传统医疗转运体系已经

无法满足日益多元化的医疗转运需求。其中，非急救

医疗转运的供需矛盾非常突出。

　　遗憾的是，新需求并没有及时得到合法有效的

回应，导致百姓要么挤占紧缺的急救资源，要么无奈

选择“黑车”。2015 年，一项针对广州市 3 家大型三

甲医院急诊科救护车出车量的统计发现，不需现场

急救的出车车次占比高达 63.6%；江苏省南京市急

救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这一年急救出车约 12 万次，

其中，感冒、拉肚子以及转院等“不急”的出车，达到 6

万余次。广州市某公立医院负责人表示，很多时候正

关系和服务价格的非急救转运体系，有望解决救护

车难以承担非急救转运的问题。”南方医科大学南方

医院院长李文源撰文表示。而这也是广东省非急救

医疗转运试点的基本思路。

　　广东省医疗转运试点采取“政府引导、混合所

有、国有控股、规范管理、市场机制运行”模式。2013

年，广东省选定广东民航医疗快线作为试点单位，探

索非急救医疗转运社会化运作。目前，医疗快线与 31

家大型三甲医院合作，为其提供非急救转运定点服

务，共同规范非急救医疗转运市场。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医务部负责人表示，医疗

快线的进入解决了医生为出院、转院患者找救护车

难，找正规救护车更难的问题。由于非急救医疗转运

服务多元化、需求个性化、院外环境复杂等特点，医

院很难成立一个专门的部门来解决各种各样的非急

救医疗转运，民航医疗快线专业团队的建立正好解

决了这些问题。

　　“以前黑车业务量占 80%，现在黑车、医院自有

车辆和正规转运车辆大约各占 1/3。”民航广州医院

党委书记、广东民航医疗快线董事长李文华说，医疗

快线至今已百余名患者提供航空医疗转运，为 6 万

多例病患提供陆地医疗转运，成为省内第一家非急

救转运业务试点并探索拟定省行业规范、第一家获

（下转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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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粤港澳医疗直通车、第一家获批行业“966120”呼

叫平台等。

　　不过，李文华表示，试点发现，在传统管理模式

下，完全由国有医院来运作，在诸多方面受到限制。

因此，民航快线一步一步从“公立”走向“混合”。广东

省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西将介绍，医

疗快线试点项目的运行主体历经“民航广州医院医

疗快线部”到广东省国企体制机制改革试点企业“广

东民航健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再到国企混合所有

制改革，以民航健康投资公司和民航广州医院为控

股发起股东，联合 4 家分别具有商业保险服务、IT 服

务、生物科技和医院服务背景的民营企业成立的“广

东民航医疗快线有限公司”，最后才到广东民航医疗

快线获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并获批医疗转运。

　　混合所有的优势在医疗快线特别突出。因为脱

胎于民航广州医院这一医疗机构，民航医疗快线有

能力也更注重医疗质量和安全。“我们建立了全程医

疗质量监管体系，实行院领导、医疗中心医疗质量控

制小组和医护人员自我管理的管理体系。”李文华

说。他所在的单位，还按转运的几大医学分科，成立

了 3 级后台医疗专家团队，医疗转运全程视频传输，

疑难病例及时远程会诊，保障医疗质量。收费也是公

示价格。同时，医疗快线正在为医疗转运服务打造商

业保险产品。“该项工作落地后，百姓选用医疗转运

的服务价格将会大幅度下降。”李文华说。

呼唤严格准入，规范市场
　　李文华仍有忧虑，由于前几年主要在医院等专

业市场进行拓展，很多群众还知之不多。更有极少数

地方的黑车在当地已形成顽固的灰色利益链条，对

合法规范的救护车转运进行种种诬蔑、阻挠和破坏。

　　有专家指出，此种情况说明，非急救医疗转运的

市场供应仍不充分、不透明。应该更积极鼓励和支持

试点机构尽快扩大规模，以便形成规模经济，降低单

位成本，提高响应速度。在试点经验总结并形成可复

制推广的成熟规范时，应允许更多的第三方加入，批

准足够数量的机构参与非急救转运服务，让市场充

分竞争，在政府相关部门的监管下把民营运营合法

化、规范化，减少无序恶性竞争。

　　而从源头上将急救与非急救医疗转运分开，是

吸引更多主体加入的重要方面。李文源曾建议，在

“120”急救服务专线的基础上，增设非急救服务专

线。其中，非急救服务由社会提供，市场定价，可承担

跨省市转运任务。市民可根据需要自主选择不同的

服务。还可以借鉴新加坡的做法，如果非紧急情况的

患者使用了急救服务，则需按市场价格收取较高费

用，减少急救资源被随意挤占。而是否为紧急情况，

则由接诊医师判定。另外，还应制定非急救转运分级

出车标准，根据患者病情和意愿，安排适宜的医护人

员出诊，配备不同标准的仪器设备。

　　“要使非急救转运服务能够正常化地市场运行，

还要遵循市场经济和救护车市场调节的自身规律。”

李文华表示，一方面，非急救医疗转运要坚持严格的

准入制度，运营单位必须具有一定资质和相应能力。

另一方面，在坚持服务标准和质量的前提下，可以充

分竞争，达到降低服务价格、提升服务质量的目的。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监管和引导尤其重要，要制定出

公司准入门槛、硬件配置标准、运营人员资质、运行

管理制度等。　

　　据悉，医疗快线计划于明年向广东省相关部门

提请启动《广东省医疗转运管理条例》的地方立法工

作。“医疗快线正紧锣密鼓在广东省内所有地级市安

排运力和布局，力争今年年底实现广东省内办事处

全覆盖，并逐步向周边省份发展。”李文华展望道。

新业态呼唤新力量 市场放风筝 政府不断线

　　作为改革前沿阵地，广东省在很多方面都会比

其他地方更早接受新挑战。非急救医疗转运就是其

中之一。广东省先行先试，探出了一条“性价比”较高

的供给与需求匹配路径。

　　一般来讲，面对新业态，有三道必答题：回应群

众需求、调动社会力量和做好政府监管。在非急救医

疗转运上，广东省首先不回避百姓需求，一边打击不

规范的黑车，一边想办法疏解需求，培育第三方“正

规军”。其次，政府扶持第三方，帮的彻底，充分调动

了企业积极性。在监管方面，广东省也没有松懈，不

仅定期抽查转运工作，还利用信息化系统时时监控。

　　作为探路主体，广东民航医疗快线脱胎于企业

医院，在健康需求涌动的当下，具有敏锐的市场嗅

觉，主动出击，并不断调整自己，不仅顺利完成了企

业医院社会化市场主体的改制，更是抢占了承接新

业态的先机。更值得一提的是，非急救医疗转运作为

新兴行业，在民航医疗快线的实践推动下，正帮助行

业建立起基本规范和规则。民航医疗快线的探索，或

许也能为目前定位迷茫的一些医疗机构，提供发展

范本。

　　“健康中国”不是一句话就能勾勒的图景，在从

“治病”转向“健康”的迭代升级中，会激发出数不清

的潜在需求，催生众多新业态，这就迫切需要吸纳更

多积极作为、奋力有为的力量，串联需求盲点，丰满

“大健康”。

是由于需求不断增加，市场供给又不足，才会让一些

产品出现供应混乱的情况。

　　据了解，2013 年前，“黑救护车”在广州转运市

场基本占据 80% 以上，由于“黑车”的医疗行为缺失

或不规范，乱收费或上车后宰客，车辆缺乏保养等导

致的投诉，每天都在几十起以上。虽有打击“黑车”专

项行动，但过后很快又卷土重来。而这只是全国的一

个缩影。

　　据了解，日本救护车能够满足基本需求，但即便

如此，日本 2010 年调查显示，16% 的孕妇在阵痛来

临时，都希望乘坐救护车去医院。为此，政府呼吁孕

妇只有在母子出现健康问题时才叫救护车。后来，市

场根据这一需求，推出了“阵痛出租车”，即让渡一部

分给社会，如此保证让有限的救护车“专心”用在救

急上，同时也能繁荣市场。

　　2012 年，广东省卫生厅在国内首创提出“打击

堵塞”与“疏导规范”并举的思路，希望在全国探出一

条规范化、标准化的“非 120”发展之路。从 2013 年

开始，政府一边加大打击黑车力度，一边积极引入第

三方，试点“非 120”急救转运业务。

混合所有，市场化运作
　　“实现急救业务与非急救业务相分离，将非急救

转运业务分流给社会，建立规模化、由市场调节供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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