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普通放射线检查，包括普通平片、CR、DR

（2）使用甲、乙类大型医用设备的检查项目，包括PET-CT、PET、SPECT、CT、MRI、DSA等

（3）部分超声检查项目（不含胎儿超声检查），包括：颈动脉彩超检查；心脏瓣膜疾病、部分先天性心脏病（如房缺、室缺、

法洛四联症、动脉导管未闭等）的彩超检查

1.因病情变化，已有的检查结果难以提供参考价值的（如与疾病诊断不符合等）

2.检查结果在疾病发展过程中变化较大的

3.检查项目意义重大，如手术、输血等重大医疗措施前的检查等

全省同级医疗机构
之间、下级医疗机构对上
级医疗机构的医学检查
结果，在疾病周期性变化
规律时间范围内的，能提
供规范完整的检查、检验
报告和相应影像资料的
检查项目原则上应予以
认可，不再进行重复检
查。

包括医学检验
和医学影像检查，
主要选取结果相对
稳定、费用较高的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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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临床免疫学检验项目：乙型肝炎表面抗原、乙型肝炎表面抗体、乙型肝炎e抗原、乙型肝炎e抗体、乙型肝炎核心抗
体、丙型肝炎抗体（以上六项肝功能异常和术前除外）、甲胎蛋白

（2）临床生化检验项目：葡萄糖、钙、尿素、尿酸、肌酐、总蛋白、白蛋白、胆固醇、甘油三酯、总胆红素、谷丙转氨酶、谷草转
氨酶、碱性磷酸酶、乳酸脱氢酶、γ-谷氨酰转肽酶

（3）临床血液、体液学检验项目：血常规、尿常规、大便常规、ABO和Rh血型鉴定

（4）临床微生物检查检验项目：细菌分型和药敏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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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可不列入互认范围或不受互认限制：

4.检查结果与病情明显不符的

5.急诊、急救等抢救生命的紧急状态下

6.患者或其亲属要求做进一步检查的

7.其他符合诊疗需要的不可预测情形 制图/杨薇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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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型心脏康复认知调研结果发布

超八成公众
不熟知心脏康复

心脏不佳不但威胁着健康，甚至会影响到寿
命。中国首个大型心脏康复认知调研结果近日在
第28届长城国际心脏病学会议上公布，结果并不
乐观。调查显示，超八成公众不熟知心脏康复，心
脏预防康复知识仍需普及。

心脏康复认知调研由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内
科医师分会、中国心脏康复联盟以及《医师报》联
合发起。

据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博士马鲁锋介绍，此次
调研面向公众部分覆盖2.8万余人。结果显示，
83％公众不熟知心脏康复，七成公众出现睡眠不
足、情绪不佳、不明原因的身体不适等症状。“这显
示大部分公众处于亚健康的心理状态。”马鲁锋说。

与此同时，64％公众曾漏服药物；吸烟率约为
33％，相比2002年全国行为危险因素监测显示的
人群吸烟率35.8％有所下降；运动量普遍缺乏，一个
月内经常达到中等强度运动的仅占23％，运动频率
超过4天的仅占14％；水果蔬菜及谷物摄入偏少。

从调查结果看，心脏预防康复离不开大众关
注、医院重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教授胡大一建议，
心脏康复需要患者运动、营养、心理、戒烟、药物“五
大处方”打包式的介入，同时应发动护士等更广泛的
群体宣传心脏康复知识，唤起社会重视和知识普
及。 （据新华社）

“大数据+人工智能”
中医药迎来跨越式发展

“脉诊仪”把脉、“面相仪”望诊……一些智能
诊疗产品已经开始在中医诊疗机构投入使用。基
于互联网大数据衍生的云计算乃至人工智能等新
技术、新产品与中医药结合，中医药现代化正在加
速实现跨越式发展。

日前，“梅奥广安中西医结合学术讲堂”暨第
二届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计算机医学年会在京
召开。会议以“智能医疗的未来：云医学·大数据”
和“中西医结合心肺康复”为主题，开展中西医学
大数据科技成果国际交流，推动中医药大数据研
究和人工智能设备的临床合理应用。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计算医学会会长李光
熙表示，中医药数据量巨大，仅广安门医院1天的
门诊量就超过1万人次。“如果将这些患者的诊疗
过程全部数据化，每人次就诊产生的医学数据以
10M计，那么每年产生的数据量将高达70TB，如
果把全国中医院的临床数据都汇聚起来，其规模
之大可想而知。”

中医临床实践标准化、数字化为中医药大数据
奠定坚实基础。我国中医药领域已制定了中医基础
理论术语、中医病证分类与代码等20多项国家标
准，以及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等209项行业标准。

进一步融合人工智能技术，未来可解决中医
药发展的传承痛点。负责美国梅奥医学中心ＩＣＵ
医学大数据人工智能开发项目的李智远博士提出，
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将知名老中医的诊疗思想、辨证
逻辑和处方经验进行整合，形成在线的辅助学习和
辅助诊疗系统，使更多普通医师能够进一步融入名
老中医的思维过程，帮助普通医生提升诊疗能力。

（据新华社）

白内障出现症状
应及早就医

虽然白内障已成为严重威胁60岁以上人群
视力健康的头号杀手，但老年人士对白内障整体
认知较低。由于该疾病不可逆转，当出现相关症
状时应警惕患上白内障的可能，及早就医。

全球眼科及视力保健企业爱尔康公司最近发
布了《中国白内障认知调研报告》，报告显示：85%
的被调研者对白内障相关知识缺乏了解。

北京协和医院眼科主任钟勇教授介绍，白内
障是由于眼睛的晶状体出现混浊而引起的视力下
降。人的眼睛犹如一部照相机，晶状体相当于照
相机的镜头。当发生白内障问题时，就如同照相
机的镜头变混浊了，导致难以拍摄出清晰的照片。

专家提醒，白内障往往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
而且缓慢发展的。除了常见的视物模糊、视力下
降，还有视物颜色变暗、夜间视力下降、视物图像
褪色或泛黄、对光线及眩光敏感等表现。不要等
到白内障过“熟”了或合并的其他眼部疾病发展到
比较严重的程度，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在这种
情况下，手术也很难使患者恢复满意的视力。

（据新华社）

■ 本报记者 侯赛 通讯员 全锦子

去美甲店“做指甲”，已经成为很
多爱美女性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
分。但是，当你乐此不疲地改变指甲
颜色时，是否想过美甲背后隐藏的健
康问题？近日，记者就此采访了海口
市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王泉江。

“美甲的第一个步骤通常是锉指
甲，除掉顾客的指甲上皮（甲与近端
甲皱的黏合部），这对于指甲是一个
伤害。”王泉江指出，把指甲上皮除掉
后，指甲基质失去保护，很容易被细
菌侵犯，使甲周皮下组织发红、肿
痛。如果感染状况严重，会迅速化
脓，形成甲沟炎。若反复发作，最后
会变成慢性甲沟炎，严重的还会出现
指甲变形，美甲不成反成了“毁甲”。

目前，考虑到经营成本的问题，
美甲所使用的工具很难做到一人一
换。用具未经彻底消毒，无疑又增
加了交叉感染的风险。

美甲不光对指甲本身有影响，
还可能诱发其他健康隐患。王泉
江表示，指甲油中有一种化学物质
叫邻苯二甲酸酯，这种物质会通过
呼吸系统和皮肤进入人体，如果过
多使用，会增加女性患乳腺癌的几
率。此外，指甲油中还含有一种叫

“酞酸酯”的物质，这种物质很可能
导致胎儿畸形和流产。

医生提醒广大爱美女性，卫生不
达标的美甲店，美甲用具不洁，顾客很
容易被传染上手癣、灰指甲、甲沟炎、肝
炎等疾病。不管是到美甲店美甲还是
自己在家中涂美甲油，一定要使用正规
商家生产的美甲油，拒绝三无产品。

当心美甲变“毁甲”
■ 本报记者 邓钰

以往，人们对孩子体重没有太多
关注，很多家长觉得把孩子养得胖乎
乎的很有成就感。“这种观点是不对
的，孩子肥胖会引发很多健康问题。”
近日，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儿童
保健科主任医师张晓萍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

据张晓萍介绍，肥胖有诱发性早
熟的风险，使孩子过早发育，造成骨
骼闭合时间提前，身高增长时间缩
短。儿童期肥胖若延续到成年，可能
会成为高血压、糖尿病等多种代谢性
疾病的诱因。

医生提醒，体重不是衡量孩子肥
胖的唯一标准，临床医学根据BMI
指数来判断孩子身材是否肥胖，BMI
指数的计算方法是用体重（以千克为
单位）除以身高（以米为单位）的平
方。BMI指数如果大于24是超重，
大于28属于肥胖。

据介绍，孩子肥胖多是不良的饮
食习惯和生活规律引起的。此外，经
常熬夜也可能诱发肥胖。“熬夜后，孩
子的新陈代谢失衡，早上不起床吃早
餐，中午却摄入过多饭菜和零食，增
加了肥胖可能。”张晓萍说。

此外，孩子不健康的饮食偏好也
是导致肥胖的一大诱因。此外，有些
孩子吃饭速度快，可能导致食物摄入
过多或者消化不良，也是肥胖诱因。

“孩子正处于生长发育期，消化
器官脆弱，需要摄入大量营养，切勿
采用节食或吃减肥药的方法控制体
重，否则可能会影响孩子健康发育。”
医生强调。

那么，家长应如何帮助孩子健康
减肥呢？专家表示，首先，要培养孩
子规律的生活作息习惯，早睡早起，
定时定量摄入三餐，从而维持稳定的
新陈代谢水平。

同时，应培养孩子健康的饮食习
惯。平时，要让孩子按照荤素搭配，
营养均衡的原则摄入三餐。

此外，还需要加强运动。医生建
议，在课外时间，孩子可选择一种恰
当的运动方式，每天抽出一到两个小
时的时间进行锻炼。需要注意的是，
许多超重的孩子受体型影响，运动协
调性和耐力不足。这些孩子在运动
时，应当选择散步、慢跑和爬山等中
等强度的运动方式，切勿进行激烈运
动，以免对心肺功能造成负担。

孩子肥胖或诱发多种疾病

“一单通”实施多年，遭
遇“肠梗阻”

记者近日从省卫计委医政处获
悉，早在2006年，我省就开始推广医
学检查检验“一单通”制度，即除特殊
病情外，同级医院之间（二级以上）、
二级医院对三级医院，检查检验报告
可互认共享。

“一单通”制度实施多年，却在一
定程度上患上了“肠梗阻”。记者日
前走访各级医疗机构发现，不同医院
推进“一单通”制度的情况各有不
同。在三级医院中，从这几年的情况
看，部分检查结果可以互认，但有些
病人的情况还需重做检查；二级医院
对三级医院的检查结果互认程度相
对较高。

我省一位三甲医院主任医师告
诉记者，检验结果互认，听起来似乎
很简单，实施起来存在一定难度。“互
认”代表不同医疗机构都能提供“同
质化”的检验服务。但是，在实际操
作中，不同医院使用的设备、试剂、检
测方法不同，检测参数也不同，人员
操作也存在差异。

对于医生来说，检查结果互认工
作最大的担忧是：一旦误诊，责任由
谁来负责？一位医生表示，这种可能
存在的风险如果不予以规避，医疗检
查结果“互认”必定会遭遇“软抵制”。

搭建全省医学检查结
果电子认证平台

据省卫计委医政处相关工作人
员介绍，我省此次出台《方案》，目的
就是要有效解决“一单通”遇到的“肠
梗阻”问题。《方案》进一步细化了互
认工作的操作过程，加强卫生主管
部门对互认工作的监督跟进，同时
也提高广大患者的参与度。为了确
保检查结果质量，《方案》明确提出，
各级医疗机构检验互认项目，必须
参加省质控中心组织的室间质评
考核工作，成绩合格后方可开展互

认工作。
《方案》明确要求，2018年5月底

之前，搭建全省医学检查结果电子认
证平台，汇集全省医疗机构检查结果
电子数据并给予数字认证，电子认证
报告可替代书面报告，并向患者推
送。据介绍，电子认证的信息化平
台，有利于实现各级医疗机构与平台
的数据交换整合，便于卫生主管部门
对达到互认条件的医疗机构进行认
定入网管理，实现医疗机构检查结果
互认工作的监督评价管理，提高患者
在互认评价过程中的参与度。

记者注意到，《方案》还特别强调
了患者对重做检查的知情权和决定
权。根据规定，需重新检查的，医生
须向患者说明情况、解释清楚，在得
到患者或家属的签字同意后方可实
施，并将复查依据在病历中予以记
载。患者或家属不同意复查的，也应
由患者或家属签字，并在病历中予以
记载。

为了鼓励医生积极参与到检查
结果互认工作中来，《方案》还特别提

出要把医疗机构和医生对互认工作
的贯彻情况纳入奖惩制度。各级卫
生计生行政部门和医疗机构要将患
者对结果互认满意度评价作为工作
成效的重要依据。对结果互认不执
行或执行不力的医院和医生将问责
并按有关规定处罚。

鼓励社会资本举办第
三方检验、影像中心

医疗检查结果“互认”难在利益
纠葛、存在医疗风险，要根治问题，就
必须对症下药。

《方案》提出，各市县要逐步整合
所属公立医疗机构医学检验、医学影
像资源，到2020年底前，除必要的急
诊检查项目外，原则上公立医院应逐
步减少检查、检验项目，现有资源整
合为独立的第三方检验、影像中心。
同时，还鼓励社会资本举办第三方检
验、影像中心。

此外，《方案》还提出改革收费机
制。探索对现有医学检查项目收费机

制进行改革，将项目收费具体细分为
操作费、诊断费、材料费等。引导患者
在基层医疗机构检查，只收取操作费、
材料费等，由上级医疗机构出具诊断
报告并收取诊断费。允许上级医疗机
构开展二次诊断并收取诊断费。

《方案》的出台，对医学结果互认
工作进行了进一步细化和完善。但
是，也有医生认为，不管制度如何完
善，检查结果“互认”还是会不可避免
地存在一定风险。“如果之前的医院
检查存在误差，目前进行诊疗的医院
医生按照原检查结果进行诊疗，发生
医疗事故，担责的往往是现在进行诊
疗的医院与医生。”

如何打消医护人员的顾虑，让互
认工作没有后顾之忧？业内人士建
议建立“首次检查负责制度”。如果
因为检查结果误差导致医疗事故，应
该由提供检查结果的医生与医院担
责。医疗检查收益与风险的主体统
一，既能扫除结果“互认”的后顾之
忧，也能倒逼各家医院提供更为精准
的检查结果。

我省将搭建医学检查结果电子认证平台

不同医院看病 不用重复检查

在不同的医院看
病，各家医院 CT、B
超、血项等检查结果互
不相认，不断重复检
查，让患者耗费了许多
精力和费用。

如何将不同医疗
机构之间的检查结果
互认落到实处，既保证
检查质量，又让患者省
钱省力？日前，《海南
省医学检查结果互认
工作实施方案》（以下
简称为《方案》）出台，
力求解决当前我省医
学检查结果互认中遭
遇的“肠梗阻”难题。
《方案》明确指出，
2018 年 5月底前，力
争完成全省医学检查
结果电子认证平台建
设。到2020年底前，
除必要的急诊检查项
目外，原则上公立医院
应逐步减少检查、检验
项目，现有资源整合为
独立的第三方检验、影
像中心。

■ 本报记者 侯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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