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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都鹰阁医院

成都鹰阁医院是IHH集团旗下的标志性国际医院品牌，
是集团全球80家医院网络的一部分。自1959年，第一家鹰阁
医院于新加坡建立以来，始终不断追求出色和高品质的医疗
服务。以高质量的临床医疗、高标准的质量安全保障、关爱备
至的无忧照护深受患者信赖。成都鹰阁医院由集团统一国际
标准打造，是四川省首个经省发展改革委核准的中外合资综
合性医疗机构。建设规模51，500平方米，规划床位350张（一期
开放床位100张）。设置有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眼科、耳鼻
咽喉科、口腔科、中医科、皮肤科、心理科、体检科、儿童保健
科、妇女保健科、急诊医学科等科室，汇集了拥有资深经验的
各学科专家团队，使患者既能够享受到高水准的诊疗技术，
也能获得一站式综合健康管理方案。

二、成都顾连锦宸康复医院

由顾连医疗集团投资成立，是西南首家引入香港康复理
念、模式与技术的国际康复专科医院。率先在川内开设重症
康 复 科 ，建 成 区 域 内 最 大 规 模 重 症 康 复 病 房 ，打 造

“ICU-HDU-普通病房”完整治疗链。以标准化心肺康复路
径、神经调控技术、脊髓损伤特色管理与康复、肿瘤特色康复
等康复技术特色模式，为心肺重症、神经重症、骨科重症及疑
难复杂功能障碍患者提供精准康复方案和卓越康复服务。

专科特色：重症康复、神经康复、肌骨康复、老年康复

三、圣丹福整形美容医院

新加坡圣丹福国际医疗集团在中国大陆地区打造的
首个国际医美旗舰品牌，严格按照国际JCI标准规划建设，
在鹏瑞利国际医疗健康中心设立超大型层流净化手术区
域，超大规模的空中花园，实行新加坡酒店式病房管理，联
合中国台湾富士康集团打造全球医美专家智慧医疗平台。

特色项目：国际整形外科、国际美容外科、国际美容牙
科、国际美容皮肤科、国际健康管理中心、共享科室。

四、爱帝宫月子中心

融现代医学与传统精粹于一体的专业母婴健康管理机
构，秉承“科学坐月子”的理念，聚集产科、儿科、中医、营养、
心理、护理等方面的专家团队，采用国际领先的产后修复技
术及美式“迪士尼”全英文早教课程，率先成为集“产后修复
中心”与“早早教中心”为一体的母婴健康管理机构，成立至
今累计为30000个妈妈提供科学专业的月子服务。

特色项目：六位一体专属产后修复方案、定制化月子
膳食、一对一产后康复训练、“三对一”桶谷式无痛通乳解
决方案。

五、成都影和医学影像诊断中心

联影集团投资一亿余元打造的专业医学影像诊断中
心，建筑面积3053平方米，配备全线联影高端影像诊断设
备如uMI550 智能数字PETCT、uMR780 3.0T光梭磁共
振、uCT760 128层心时空CT等以及联影智能诊断系统、
联影云应用及联影全栈人工智能系统。

特色项目：PET/CT全身肿瘤检查、心脏磁共振、全身
大血管CTA检查、一站式全身无辐射健康筛查、心脑血管
疾病精准检查、各器官金标准高分辨检查、乳腺、前列腺、
颅脑磁共振动态DCE增强检查、三维手术导航、3D打印以
及全身骨各部位骼系统检查等。

六、小青草眼科医院

成都小青草眼科医院现开设有晶体屈光、白内障、斜
弱视与小儿眼病、眼底病、泪道病、青光眼、角膜病、干眼病
等特色科室，汇集主任医师、副主任医师、主治医师数名，
其中学科带头人谈刚院长主刀各类眼科手术超5万例。医
院现已开通省、市、区医保结算资质，是一家集医疗、预防、
保健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现代化高品质眼科专科医院。

特色项目：白内障、医学验光配镜、ICL、综合眼病

七、张强医生集团（成都）国际静脉病中心

由我国著名血管外科专家张强医生创办，总部位于中
国上海。专注于下肢静脉曲张、静脉血栓、静脉溃疡等静脉
病的诊治，前沿的静脉曲张CHIVA微创诊疗技术和愉悦
个体化的治疗体验，为寻求高品质静脉病治疗的患者提供
合适的诊疗方案。

特色项目：下肢静脉曲张治疗

八、成都疤康

成都疤康隶属于疤康品牌旗下，是一所集瘢痕治疗、预
防、科研于一体，以病理性瘢痕防治为核心业务，得到了国内
众多行业专家推荐的专业瘢痕防治医疗机构。多年探索总结
出一套独特的综合瘢痕防治体系，为全国瘢痕患者提供全面
的诊断、准确的医学解答和有效的治疗。至今已累计为20000
个瘢痕患者“治愈瘢痕疙瘩不复发，而且恢复很美观”。

特色项目：瘢痕治疗、瘢痕康复、瘢痕预防、患者服务

九、珊瑚医疗·再生医学关节病治疗中心
是由新生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新生泉）管理运

营，新生泉是一家高新技术企业，致力于细胞医疗技术的
基础研究和转化研究。

特色项目：骨性关节炎、膝关节劳损、半月板劳损、肩
周炎、软组织损伤等。

十、彭胜三叉外科
隶属于国内首家专业治疗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等慢

性疼痛疾病的专科医院——北京彭胜医院。采用“微创无
痛”方式为三叉神经痛患者提供“一对一”的科学、高效、规
范、个性化诊疗方案。

特色项目：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的微创治疗

十一、伯克利诊所
集治疗、诊断、康复于一体，设有心理咨询、心理治疗、

心理康复三大品牌科室。以心理治疗为核心，结合药物治
疗、物理治疗、工娱治疗、心灵治疗、社会回归辅导等多元
的治疗康复模式，为患者提供身、心及整合自然疗法以帮
助患者减轻痛苦消除疾患提高生活质量。

特色项目：一对一心理咨询、青少年心理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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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强医生在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共
享医疗”理念虽然在我国落地还不久，但在欧
美、新加坡等地早已发展得很成熟了，它的出现
满足了不同层次人群对医疗的需求，也是多方
受益的结果：对医疗机构而言，可以“轻资产”上
阵，从而更好地为患者做好医疗服务；对政府部
门而言，可以让医疗资源得到有效的利用，降低
空间成本；对患者而言，可以得到更加安全、优
质、舒适的就医体验。

在医疗领域，人民日益增长的医疗需求和稀
缺的优质医疗资源一直是多年难以调和的矛盾，
在大型公立医院普遍挂号难、看病拥挤、床位紧
张等难题一时得不到缓解的当下，像鹏瑞利国际
医疗健康中心这样的医疗健康共享平台，则为患
者提供了另一种连接优质医疗机构和知名专家
的桥梁。 王欢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杜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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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瑞利国际医疗
健康中心为患者
提供了连接优质
医疗资源的桥梁

专家
点赞

从疫情之前，
满大街五颜六色
的共享单车、随处
可见的共享充电
宝；到疫情发生
后，短时间内市场
需求猛增的共享
员工、共享云教育
……在当下的中
国，“共享经济”的
新概念、新模式不
断涌现，它们大多
数天然携带着社
会服务的基因，解
决了不少事关民
生的难题，成为中
国创新智慧向世
界“外溢”的骄傲。

而在百花齐
放的“共享经济”
中，也不乏国人向
发达国家和地区
学习先进经验的
成果。早在2017
年8月，时任国家
卫生计生委医政
医管局副局长的
焦雅辉就曾在介
绍“放管服”改革
相关进展的新闻
发布会上，向媒体
记者推荐关注香
港的“诊所大楼”
模式：一座写字楼
里有很多诊所，诊
所给患者看病之
后，需要做的检查
可以到第三方机
构去，诊所之间共
享医技的资源
——这就是“共享
医疗”，一种全新
的医疗服务模式。

拥抱新事物，
成都向来不落人
后。短短数年，首
个“共享医疗”的
优质样本已在成
都落地：坐落于西
南高铁交通枢纽
——成都东站西
广场旁，作为由新
加坡鹏瑞利集团
有限公司在中国
设立的首家以医
疗健康为核心业
务的综合体，鹏瑞
利国际医疗健康
中心汇聚了综合
性医院、康复医
院、医疗美容、医
学影像诊断中心、
母婴康养、月子中
心、多个专科诊所
等多家品牌医疗
机构，以及购物、
餐饮、娱乐休闲等
服务于一体，成为
成都医疗健康服
务的一张新名片。

成都首家“医疗健康综合体”长
啥样？入驻的都是哪些医疗机构？

“共享医疗”共享的是什么？成都商
报-红星新闻记者特地去探访了一
趟。前往鹏瑞利国际医疗健康中心
的交通十分便利，外地患者乘坐高
铁、动车从成都东站西广场，成都
患者从地铁2号线或者7号线“成都
东客站”西广场方向，直接通过专
门通道即进入鹏瑞利国际医疗健
康中心。

鹏瑞利国际医疗健康中心目前
已入驻并开业了20余家医疗机构，
既有成都鹰阁医院这样的大型综合
性医院，也有成都顾连康复医院、圣
丹福整形美容医院这样的知名专科
医院，更多的则是在某一疾病领域
享有专业口碑的品牌诊所。

这些已经开始营业的医院和诊

所，给人的第一印象都是宽敞、亮
堂，有一种走进商场购物的感觉，如
果不是看到穿着白大褂的医护人员
穿梭，很难将这里与印象中的医疗
机构联系在一起。据鹏瑞利国际医
疗健康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这里
的入驻机构大多采用线上预约的就
诊形式，无需排队等待，相关病历和
检查结果在就诊后会及时推送到患
者手机上，享受舒适的就诊体验。

据该负责人介绍，鹏瑞利国际
医疗健康中心为入驻医疗机构提供
了精装修诊室空间、医疗相关证照
协办、手术室以及医疗废物处理等
专业服务，大大降低了办医的投入
和运营成本，“我们就像是所有人的

‘大管家’，让医疗机构和医生的精
力能尽可能回归到医疗本身，为患
者提供最好的诊疗服务。”

中国第一家医生集团——张强
医生集团的创始人、著名血管外科
专家张强医生的连锁国际静脉病中
心也选择了鹏瑞利国际医疗健康中
心，将他从法国引进的静脉曲张
CHIVA微创诊疗技术和个体化治疗
服务带到了成都。与以往破坏性的
手术不同，CHIVA 手术可以保留患
者绝大多数的静脉血管，是一种精
准且具有保护性的治疗方式。患者
术后就可以步行回家，不需要留
观。“在过去，四川、云贵等周边省
份有很多患者要专程飞到上海去找
张强医生团队做这个手术，现在坐
个高铁、开车几小时过来，就能在成
都鹏瑞利国际医疗健康中心享受到
同样高水平的治疗与服务，”张强医
生集团（成都）国际静脉病中心的相
关负责人表示。

去年一次家中厨房里的意外，让
来自四川3岁的小怡宝（化名）额头、
脸蛋、肩膀上多处皮肤被严重烫伤，
让父母又是悔恨又是心疼。尽管初期
治疗还算及时，但还是逐渐出现了凸
出皮肤的疤痕增生，不仅难看，而且
疤痕增生继续生长增厚，局部已经出
现瘢痕疙瘩症状，影响到了孩子发育
及机体功能。下决心“不惜一切代价”
为孩子治疗的父亲，经朋友介绍带着
小怡宝去了北京一家针对瘢痕的专
业机构——北京疤康求医。第一个月
的治疗下来效果不错，也让一家人坚
定了继续治疗下去的决心，但接下来
至少还有半年的疗程，每月都得带着
孩子飞一趟北京，全家人的工作和生
活都难免要受到不小的影响。

不过，预料中的奔波之苦并没
有持续太久，很快小怡宝一家就收
到了一个好消息：这家专业“战疤”
的资深机构，也落地成都了！在成都
疤康入驻鹏瑞利国际医疗健康中心
后，小怡宝的主治医生、全国著名疤
痕专家孙便友医生将病例转至成都
疤康，用同样的治疗方案和治疗条
件，一家人再也不用冒着疫情之中
两地奔波的风险，在家门口就能让
小怡宝安心治疗了。

疤康创始人孙便友医生表示，选

择鹏瑞利国际医疗健康中心不仅是
看中它便利的交通优势，更是因为它
能提供周全的“共享医疗”平台服务，
让入驻的医疗机构都可以“轻装上
阵”，“对于我们这样在其他地方已经
有一定技术和经验积累的品牌，相当
于是直接‘拎包入驻’了，不论对机
构、对医生和患者来说，都是极大的
方便。”

在鹏瑞利国际医疗健康中心，还有很多携带
着优秀的医疗技术和品牌服务而来的知名医疗
机构，为这个共享平台提供技术、设备、硬件等共
享支持，助力更多像张强、孙便友一样的名医在成
都落地。

新加坡IHH集团旗下的标志性国际医院品
牌-鹰阁医院也选择落户鹏瑞利国际医疗健康中
心。区别于传统的公立医院，鹰阁医院强调以病人
为中心，从建筑设计、空间布局和动线考虑方面都
以病人为出发点，充分考虑就医的安全性和高效
性。医院装备的配置也全部选用全球一线品牌，美
国BD智能药柜、全院空气动力传输系统、独立单间
的ICU、每间手术室配有独立术前准备间等，这些
先进的设计、设施在成都均是首次亮相。鹰阁医院
还为“共享医疗”平台提供医学实验室、手术室、消
毒供应室、中央厨房等共享服务支持。

中国500强民营企业、专业医学影像设备制造
商上海联影集团投资一亿余元打造的四川首家专
业医学影像检测诊断中心——成都影和医学影像
诊断中心也选择入驻鹏瑞利，它不仅为这个“共享
医疗”平台提供全方位的医学影像检测、诊断服务，
还能为全成都的公立三甲医院、各类型医疗机构、
科研单位以及企事业单位、团体、个人提供个性化
的医学影像诊断服务。既能满足所有医学影像的常
规检查需求，又能依托设备与技术优势突出精准
化、差异化、个性化的检查特色，让医疗资源充分共
享。目前作为成都市唯一一家投入运营且纳入医保
结算单位的第三方影像中心，成都影和医学影像诊
断中心于今年启动仅运营两个月后，就已在成都市
签约定向合作单位近十家，出具的医学影像诊断报
告和检查图像在各大三甲医院获得互认，同时还正
在与多家三甲医院探讨医学科研工作的合作。

““共享医疗共享医疗””平台平台
助力优质医疗机构落地成都

成都首家成都首家““医疗健康综合体医疗健康综合体””
已入驻20余家机构

名医纷至沓来名医纷至沓来，，
让患者无需全国奔波求医

全国全国““共享医疗共享医疗””标杆项目标杆项目———鹏瑞利国际医疗健康中心—鹏瑞利国际医疗健康中心

一站式医疗健康服务综合体：
综合医院、康复医院、医学美容、影像检查、专科诊所……

张强医生

孙便友主任

鹏瑞利国际名医馆

鹏瑞利国际医疗健康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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