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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健康责任人

南海发布《健康南海人2030行动计划》战略框架

□

信息时报记者 邱作霖 许月映

通讯员 杨晨

“13000 多名医护工作者，为全区人

民健康保驾护航。 ”8 月 19 日是第二个

“中国医师节”， 佛山市南海区举办了

“致敬中国医师节 2019 年主题大会暨

第二届中医师承大会”， 聚焦传承和发

展，向服务南海的医师们致敬。 这也是

南海区有史以来最大型的尊医敬医主

题活动。 会上表彰了一批服务南海三四

十年且表现优秀的老医生代表，同时启

动成立名医工作室联盟。 作为建设健康

南海重大部署之一的《健康南海人 2030

行动计划》 战略框架也在现场正式亮

相。

致敬医者，不忘传承

忙到连喝水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

几十年如一日地看好每一个病人，扎根

社区基层，为特殊人群送去最贴心的健

康温暖……这就是服务南海三四十年

的老医生们的写照。 他们多年来坚守在

自己的岗位上，为无数的病人赶走了病

痛，换回了健康。

“这么多年还是坚持初心， 一心为

病人，秉承着救死扶伤的精神，对自己

的职业有比较执着的追求。 ”坚守基层

37 年的全科医生李志华说。而已经扎根

南海医疗事业 40 多年的广东省名中医

潘佩光表示，自己亲身见证了南海的医

疗卫生行业的发展，“上世纪 70 年代的

时候，南海医护人员少、设备也很紧缺。

在此后几十年里，南海的医疗环境不断

改善， 尤其近几年可以说是突飞猛进。

如今南海三甲医院、二甲医院加上卫生

服务站，架构可以说比较完善了。 ”

值得一提的是，近日因不顾自己临

近预产期、冒着风险果断出手救治溺水

女孩的胡碧洪医生，在当晚顺利诞下了

自己的小宝宝。 尽管胡医生没能到现

场， 但会上为她颁发了特别正能量奖，

以此激励医者坚守救死扶伤的初心，弘

扬医者仁心。

记者在现场看到，第二届中医师承

拜师仪式也在台上顺利进行。 中医师承

拜师主要由国家级及省级师承项目指

导老师、南海区首席名医

（中医类别 ）

、

南海区名医

（中医类别 ）

和中医类别学

科带头人共 20 人组成指导老师团队，

南海区内各医院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卫生服务站、香港澳门及帮扶的云

浮阳江地区经过推荐， 遴选出 40 名中

医药骨干作为继承人，根据指导老师的

学术专长和继承人从事的专业方向，确

定师徒结对继承关系， 专业涉及内科、

外科、妇科、骨伤科、肿瘤科、针灸科等

领域， 开始为期 3 年的中医药师承教

育，以积极发扬中医传承的“师带徒”优

良传统，培养各级中医药骨干，搭建中

医药人才梯队。

打造共享的健康环境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 ”

南海区区长顾耀辉在会上表示， 今年 1

月，南海区正式启动建设广东省健康促

进区，希望通过全领域多部门的共同努

力，全面提升南海居民健康素养，建设

健康环境。7 月份，国务院健康中国推进

委员会发布了《健康中国行动（2019~

2030）》， 提出了未来 10 年在满足人民

日益提升的健康需求方面的十五大重

点举措。《健康南海人 2030 行动计划》

战略框架的推出，既是对《健康中国行

动（2019~2030）》的切合南海实际的解

读与延展，也是南海创建广东省健康促

进区的有益补充。

据了解，《健康南海人 2030 行动计

划》可以解读为“3651”，即 365 天都围

绕着 1 个健康南海人的目标。“3”即三

大行动载体： 全面实施美丽乡村建设、

全域营造健康环境、全力打造健康南海

信息平台；“6”即六大行动机制

（三全三

合 ）

：全社会参与、全人群共享、全生命

周期、知行统合

（健康知识普及与健康

行为改变合一）

、健美融合

（健康南海行

动与美丽乡村建设行动全面融合 ）

、防

治结合

（疾病和社会病预防 ，与疾病诊

治和社会健康治理结合）

；“5”即五项系

列行动计划：健康知识普及行动、健康

体格行动、心理健康行动、重大疾病防

治行动、 健康环境行动；“1” 即一个核

心：以人民的健康为核心。

《健康南海人 2030 行动计划》需要

全社会共同参与，旨在共同营造一个全

社会参与的健康氛围，打造一个全人群

共享的健康环境，形成一套覆盖全生命

周期的健康支持体系。“自己才是健康

的第一责任人。 ”南海区卫生健康局局

长孔小燕表示， 希望借此行动计划，让

健康成为南海的一种新时尚。

据悉， 近年来， 南海区财政每年

对医疗卫生的投入超过 20 亿元， 大力

引进高端医疗资源， 深化医疗卫生改

革， 深入推进卫生强区建设， 开辟了

一条具有南海特色的全民健康发展新

路子。 目前， 南海区已建成 15 家公立

医 院 和 140 家社 区 卫 生 服 务 中 心

（站 ）

， 医疗资源实现全面覆盖， 形成

了“15 分钟就医圈”。

2019 国际二维码产业发展大会于

8 月 22 日~25 日在佛山南海举行。 本届

大会以“‘码’联世界、智创未来———迎

接全球数字经济新时代”为主题，汇聚

包括诺贝尔奖学者、科学院院士及知名

专家学者、相关协会机构代表、行业企

业代表在内的 500 多位国内外嘉宾，共

同探讨全球二维码产业基础设施建设

和产业标准的互联互通，探索数字经济

时代产业格局的新变化、新规律和新思

路，挖掘二维码+与智能+的融合发展新

机遇。

大会将发布国际标准二维码

IDcode

据悉，二维码技术是全新的产品标

识和国际物品流通、 移动互联交互技

术，作为物联网核心感知技术、互联网

重要信息入口和大数据资源的重要获

取手段， 已成为实现物品标识追溯、产

业互联网和网络空间安全管控的重要

技术手段和新型介质载体。 中国作为全

球二维码应用第一大市场，预计到 2025

年二维码及产业相关应用规模将达到

万亿量级。

本届大会由南海区联合民盟中央

科技委、中国电子商会、中关村二维码

技术研究院共同主办， 既是贯彻落实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的重要

举措， 也是为了充分释放南海潜能，推

动南海高质量发展与新旧动能转换，把

握住产业变革的机遇， 并以此为契机，

探索发展二维码相关新兴产业，努力将

南海打造成为面向全球的国际智能标

识产业高地。

23 日，大会开幕式上，中关村工信

二维码研究院院长张超将发布国际二

维码（IDcode）白皮书、码标白皮书以及

佛山二维码产业可研报告，并与欧亚经

合组织及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机构

签订国际合作协议。

国际标准二维码 IDcode 是唯一由

中国倡导、 面向全球发行的国际代码，

MA 的全球解析和区块链认证机制，可

为现实世界的每一个对象分配一个全

球唯一的“二维码”身份标识，无法仿

冒，解决了传统二维码技术存在码制混

乱、安全性差等问题，具有安全可信、互

联互通、成本低廉、应用场景丰富等优

势。 国际标准二维码作为互联网入口和

智能标识载体， 可率先从大规模定制、

生产制造、 物流仓储等传统产业切入，

通过智慧应用带来的强示范效应，助推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催生更多的新技

术、新模式，拉开面向未来的产业新布

局。

南海将建二维码产业研究院及

产业园

据悉，南海区与中关村工信二维码

技术研究院及世界中医院学会联合会、

中国家电维修服务协会、中国贸促会建

材行业分会共建行业性数据资源中心

等合作项目将在会上进行签约， 同时

UTC 将与何氏水产、 蒙娜丽莎等企业

进行相关合作项目签约。

此外，南海区还将在发展二维码体

系中“迈出一大步”，与中关村工信二维

码技术研究院共同建设佛山华南国际

二维码产业研究院，将其打造为国际领

先、国内领头的二维码产业技术研发和

应用创新平台，将相关科技成果转化落

地，为南海企业走向智能制造提供高端

技术与创新方案。 同时，南海将围绕国

际标准打造二维码全产业链，大力发展

码制和编码体系研发、 识读设备制造、

系统开发及应用集成、信息服务等高端

制造产业，通过引进二维码产业经验丰

富的企业来南海设立国际二维码产业

园，在全国率先形成国际智能标识产业

集群。

信息时报记者 邱作霖 虞莹莹

2019国际二维码产业发展大会在南海开幕

南海拟建二维码产业研究院及产业园

拜师仪式。 周俊良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