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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部门联合严打非法医疗美容

注射美容
须在医疗机构开展

近日，国家卫生计生委综合监督局发布公告
称，为进一步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国家卫生计生
委、中央网信办、公安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海
关总署、工商总局、食品药品监管总局七个部门联
合发布《严厉打击非法医疗美容专项行动方案》，
于2017年5月—2018年4月联合开展严厉打击
非法医疗美容专项行动。

严厉打击无证行医，规范医疗美容服务行为

注射美容属于医疗美容范畴，必须在取得合
法资质的医疗机构开展。一是加强生活美容机构
监管，查处生活美容机构以及其他机构未取得相
应资质开展医疗美容服务的行为；二是查处无医
师资质的个人开展医疗美容服务的行为；三是查
处医师到非医疗机构开展医疗美容服务的行为；
四是以投诉举报为线索，查处利用宾馆酒店、会
所、居民住宅等场所违法开展医疗美容的行为，严
厉打击非法行医、危害药品安全等违法犯罪活动；
五是加强美容医疗机构监管，以注射美容为重点，
规范医疗美容服务行为。

严厉打击非法制售药品医疗器械

加强对药品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的监督检
查，依法查处违法违规生产经营注射用透明质酸
钠、胶原蛋白、肉毒毒素等药品、医疗器械行为。
严厉打击走私注射用透明质酸钠、胶原蛋白、肉毒
毒素等药品、医疗器械行为。

严肃整治违规医疗美容培训

医疗美容培训属于医疗技术专业培训，必须
由具备资质的医疗机构、医学院校开展，培训师资
和培训对象应当符合《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等
规定。加强对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监督管理，严肃
查处违规开展“微整形”等医疗美容培训行为，查
处不具备资质开展培训的机构、单位和个人。

严肃查处违法广告和互联网信息

加强广告监管，查处违法发布广告行为。加
强互联网和美展会“微整形”相关信息监控，清理
互联网不良信息。

（健康时报网）

养生保健投诉多

今年4月，山东济南的石女士花
了8800元在一家养生馆购买了拔罐
排毒的理疗服务，一个疗程 8至 15
天，一天三次，每次40分钟。如此高
频率的拔罐让石女士痛苦不堪。从第
4天起，石女士开始发烧，背部因拔罐
出现脓肿。而养生馆工作人员称这一
过程正是在排毒，发烧也有利于排出
毒素。第9天，石女士因昏迷被送进
医院。医生诊断，其背部因拔罐出现
二度烫伤，需住院治疗。

中国中医科学院副主任医师、中
国针灸学会砭石与刮痧专业委员会副

会
长王

敬 表
示，虽然刮

痧、拔罐安全系
数较高，但操作上仍具

有专业性。“济南石女士烫伤事故的问
题就出在拔罐过密、时间过长。凡事
要掌握度，天天拔罐刮痧，肯定要出问
题。”他说。

记者走访多家美容美体机构，发
现多数都有用拔罐、艾灸、刮痧、热敷
砭石等中医保健手段配合精油按摩类
的养生项目。

“在医院给病人做推拿前，医生
会先诊断再治疗。而在养生馆，技师
往往没多少医学常识，客人哪里不适
就按哪里，很容易出现危险。比如推
拿不当会导致颈椎骨折甚至瘫痪，背
痛有可能是由冠心病或心绞痛导致，
推拿不当也会有生命危险。”云南省
中医医院院长助理、推拿科主任王春
林说。

根据统计，2016年全国消协组织
共受理消费者卫生保健服务类投诉
2725件，而2015年是516件，其中不
少是关于养生保健的投诉。

“注册成什么都可以干
养生保健”

记者在多地采访发现，各类打着
“中医养生”旗号的养生馆、美容美体
馆遍地开花。不少店面营业执照中只
有美容美发或健身洗浴服务，却做着

“跨界”业务：足疗店里做推拿、刮痧；
美容店可艾灸、拔罐、中医理疗。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2016年印
发的《国家中医药局关于促进中医养
生保健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中要求，
中医养生保健机构不得以涉及中医药
预防、保健、养生、健康咨询等为名或
假借中医理论和术语开展虚假宣传，
不得宣传治疗作用。

一位业内人士表示，养生保健机
构是“谁都能开”，“不管注册成什么都

可以干养生保健，注册公司就去工商
局批，注册为盲人按摩就去残联批，注
册为研究院等社会团体就去民政局
批。批下来之后，只要不出事，民不举
官不究。”

这些本就没有资质的养生机构的
从业人员绝大部分也是没有资质的。
上来就给客人“号脉”，女士往往“气血
不足”，男士多是“肝肾阴虚”，治疗方
法都是推拿、艾灸、拔火罐、刮痧等。

亟须明确监管主体
制定规范标准

云南省卫计委副主任、中医药管
理局局长郑进认为，利益驱动、监管缺
位、标准缺失，以及错误的养生观都是
乱象的原因。

据记者了解，绝大多数养生机构
处于监管盲区。云南省卫计委一位
工作人员表示，卫计委主要管医院和
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单位，对这
些非医疗机构的养生馆没有执法与

处罚权；工商部门主要负责企业主体
资格审核、经营行为规范及消费纠纷
查处，很难对其经营项目的专业性有
效监管；而馆内的保健品药品归食药
监部门管，但也不是所有养生馆都出
售药品。

“看似谁都能管，但其实谁都没法
真正管。往往是出问题了，才由卫计
委联合工商、食药监等部门联合行动，
但多部门执法还没有完善的机制，协
调起来存在困难。”这位工作人员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医药国情调
研组组长陈其广表示，治理中医养生
馆乱象首先要明确监管主体，其次要
围绕中医养生保健出台一系列规范
标准。

记者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获悉，
该局已于近日组织专家，对制定中医
养生保健机构规范、服务人员规范、服
务规范、技术规范等进行研讨，在7月
1日中医药法正式施行后，尽快完善
相关配套法规的制定工作。

（据新华社）

■ 本报记者 符王润

近日，文昌市东郊中心卫生院整洁

的门诊大厅内，患者们正在耐心地等待

医护人员叫号。“以前来卫生院看病，没

人叫号，感觉很乱。现在，我们等叫号

才进去找医生，省心多了。”坐在候诊大

厅里的邢老伯笑着说。

引入预检分诊平台、远程影像诊断

平台、基层医疗机构管理信息系统……

随着信息化工作的不断推进，文昌市东

郊中心卫生院的就医环境和服务效率

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和提升。信息化工

作的开展，不但让患者获得了良好的就

医体验，也让医院的管理更加有效。

我省基层医疗机构加大信息化建设力度，让优质医疗服务触手可及

为医疗服务插上信息化“翅膀”

我国18岁及以上居民3成超重

全民营养周
提倡“全谷物”

近日，国家卫生计生委、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中国营养学会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呼吁公众摄
入足量谷类食品，甚至吃全谷物，以此平衡营养与膳
食结构，以健康的生活方式防控慢性病的发生。

据介绍，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和人们生活习
惯的改变，多盐、多油、多糖、少运动的不健康生活
方式越来越普遍。

我国慢性病近年来呈快速上升态势，特别是
高血压、糖尿病和肥胖率超重率均呈上升趋势。
目前，我国成人高血压发病率超过25％，成人糖
尿病发病率达10％，18岁及以上居民超重率为
30.1％。

中国营养学会理事长杨月欣介绍，高血压、糖
尿病、肥胖症等慢性病是生活方式疾病，是可防可
控的。不久前国家卫生计生委等五部门印发的
《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方案（2017－2025）》，组
织实施“三减三健”（减盐、减油、减糖、健康口腔、
健康体重、健康骨骼）、适量运动、控烟限酒和心理
健康等专项行动，全民营养周就是落实行动方案
的一个重要抓手。

据了解，今年全民营养周（5月14日－20日）
的主题是“全谷物，营养＋”，让谷类食品成为餐盘
的大头，甚至吃全谷物，不仅可以增加纤维摄取，
而且谷物本身含有的盐、油、糖比例小，能够起到
控制血糖、降低胆固醇、控制体重的作用。

（据新华社）

“基层医院推进的信息化建设，不
断提升了公共卫生服务管理，对患者
进行引导和分流，让整个就医环境变
得温馨有序。”潘文利表示。

据介绍，经过近两年信息化工作的
推进，全省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应用同一系统，涵盖了基本医疗、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绩效考核等功能，同时
在一些卫生院开展就诊挂号、公卫服务
提醒、远程影像一体等信息化延伸服
务，不断提升基层医院的服务水平。

除了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进一

步推进分级诊疗，信息化工作在基层医
疗机构的开展，还能提高医疗机构的工
作效率、节省人力资源，实现大数据在
医疗系统的应用。“比如，这些年收集的
健康数据，有利于对患者进行健康管
理。同时，大数据也能够为医院的管理
者提供更加客观的考核方式，让管理更
加便利和高效。”潘文利说。

信息化带来的管理便利，让蔡惜
莲感受颇深，“我们使用的海南省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管理信息系统，有自审
自查的功能。如果医生对患者开的药

过量或者不够规范，系统就会自动跳
出提示。这个信息系统对医生的工
作量、用药规范都有记录。如果系统
显示某位医生开的大处方、大输液超
标，卫生院就会对这个医生进行相应
的处罚。”

据介绍，目前，我省基层卫生信息
系统已经在各基层卫生机构上线运
行，并在文昌、琼海等市县的30家基
层卫生院推行了信息化延伸服务工
作，下一步还将在全省其他基层卫生
院铺开信息化延伸服务。

“左膝关节未见明显骨质异常”
“心肺隔未见明显异常”……在东郊中
心卫生院的放射科，该院医生通过一
台电脑就可以了解患者的放射诊疗结
果。这些诊断结果，则出自文昌市人
民医院放射科。

“遇到疑难杂症时，我们自己拿捏
不准的，就会通过远程影像诊断平台
传到市人民医院，让那里的医生帮助
诊断。”蔡惜莲介绍。

文昌市卫计委副主任曾宪前告
诉记者，过去，很多基层卫生院都没
有放射科医生，很多村民只能跑到
市人民医院去拍片，“现在，有了这
套远程影像诊断平台，基层卫生院
就可以将结果传送到二级医院进行
诊断。”

据了解，目前，文昌市已有6家
基层卫生院拥有这样的平台。在远
程影像诊断平台的帮助下，基层卫生

院的诊断水平和诊断标准都有了很
大的提升。

省卫计委基层卫生处处长潘文利
表示，远程影像一体系统，将二级甚至
三级医院的医疗资源下沉到基层，让
群众在基层医院也能享受到便利和优
质的医疗影像诊断服务，很多疾病在
基层医院就能够解决，患者不用再大
老远地挤到市级甚至省级医院去排队
看病了。

“阿婆，您要测一下血液和血
糖。”5月25日上午9时许，在文
昌市东郊中心卫生院一间门诊室
内，医生根据患者符阿婆挂号时
的系统提示，就得知她是糖尿病
和高血压患者。

在卫生院入口的一台终端
机，每位挂上号的患者的相关信
息都会立刻显示，并在挂号单上
打印出来。

“只要在我们这里建立健康
档案的患者，医院重点人群和医
疗服务一体化预检分诊系统里都
有其病史资料。系统显示未建档
的患者，我们会马上跟进为其建
立档案。”据东郊中心卫生院院长
蔡惜莲介绍，预检分诊系统，能够
帮助卫生院对辖区居民建立健康
档案，确保有慢性病的患者不会
被漏掉。据了解，从今年3月这
套系统投入使用至今，该院已经
为辖区内80%的村民建立了健
康档案。

东郊中心卫生院的儿童接种
室门口的一台终端机，帮助卫生
院解决了多年来接种室混乱嘈杂
的局面。

“一个孩子来接种，一般至
少有两个大人陪同。每次一到
接种日，这里就挤满了人，场面
很混乱。现在通过这台终端机，
家长们可以有序地排队，有些
家长可以根据序号预测排队时
间，不用全部挤在这里等待。”
蔡惜莲介绍，这套儿童规范化
接种门诊预检分诊系统，除了
能够让就医人群更加有序，同
时也能更好地引导家长让孩子
接受体检。

“以前孩子体检和接种是分
开的，很多家长只带着孩子过来
接种，忽略了体检。现在，家长
带孩子来接种时，系统会先让孩
子进行体检，然后再排队接种，
大大提高了孩子的体检率。”蔡
惜莲说。

远程诊疗：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

基层医院信息化管理提速

为辖区居民建立健康档案

中医养生渐成热潮，到养生馆、美容美体馆等机构刮痧、拔罐、艾灸等成
为流行的养生保健方式。记者调查发现，相当多养生保健机构及从业人员
不具备从事保健服务的资质，由于缺乏服务技术标准和规范，养生“养出”
伤病甚至还有死亡事件发生。

蔡惜莲使用海南基层卫生医疗机构管理信息系统为患者服务。 符王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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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机构和人员缺乏资质，养生“养出”伤病——

养生保健机构乱象
亟待“调理”

中国营养学会推荐
10种中国好谷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