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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鱼咬钩等鱼咬钩””体检机构乱象：表面薄利多销 实际
随着健康理念不

断深入人心，一批设施
精良、服务精准的体
检机构应运而生，成
为守护人们健康的一
道防线。然而在行业
迅速发展的同时，由

于准入门槛低、专业人才少等原因，体检
机构良莠不齐的问题日益凸显，笔者对
部分体检机构的乱象进行了调查。

一些体检机构表面“薄利多销”，实
际“等鱼咬钩”

“一些体检机构不在专业上下功夫，
而是靠‘薄利多销’的噱头吸引人，‘等鱼
咬钩’了再狠‘宰’一刀。”调查中，一位业
内人士说。

长春市 67岁的王女士被当地一家体
检机构误将乳腺癌判断为乳腺结节，延
误了最佳治疗时间，不得不将左乳切
除。王女士状告体检机构，最终，法院判
决体检机构赔偿 10万余元。

还有一些体检机构是把小问题夸

大，“一方面是为了让体检者做进一步更
细致的检查以牟利，另一方面也是为了
免责，一股脑儿把可能存在的问题都写
出来，防止漏报，实际是对专业不自
信。”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体检部医生
李妮说。

近日，45 岁的黄女士在路边传单中
看到“健康大普查援助计划，10项妇科检
查仅需 29元”的宣传，便按照地址来到长
春某妇科医院。通过几项检查，黄女士
被怀疑存在重度宫颈糜烂、子宫壁前置、
遗尿症等，需要进一步手术治疗，费用约
7000 元。黄女士以没带太多钱为由拒绝
了手术，但最后还是交了 700多元的检查
费和药费。第二天，黄女士到三甲医院
检查，被告知身体健康。

在不少套餐体检中还存在不当检查
“高频”的现象。比如，CT 检测，很多单
位为员工购买的体检套餐都包含此项检
测。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消化内科主
任王江滨说：“CT 检测辐射较强，多用于
有明显病症的受检者使用，健康人如每

年体检都进行一次 CT 检查，会对身体造
成一定的辐射伤害。”

行业准入门槛需要提高，专业人才
亟须增加

“近些年体检机构的发展速度十分
迅猛，一些大型民营体检机构不论从理
念、服务、专业性等方面都做得相当不
错，相较于传统医院的体检科更加精细
化、个性化。但与此同时，行业准入门槛
过低，水平良莠不齐、发展不均衡等现象
也很突出。”王江滨说。

据了解，2009 年卫生部颁发《健康体
检管理暂行规定》，要求“至少具有 2名具
有内科或外科副高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
职资格的执业医师，每个临床检查科室
至少具有 1 名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
职资格的执业医师；至少具有 10 名注册
护士。”

吉林省慈铭健康体检管理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周连仲认为，经过近 10 年的快
速发展，这一准入门槛已严重低于今天
体检行业的发展水平，亟须调整。

多措并举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为了促进行业健康发展，专家为体

检行业制定了“健身方案”。
明确政策规范。王江滨等专家建

议，提高体检行业的市场准入门槛，建立
统一的“体检医疗服务规范”。坚决取缔
不适用于体检行业的体检项目，将体检
项目设置为“优先推荐”“推荐”“可推荐”
和“不可推荐”四个等级，让体检者比较
容易找到适宜自己的体检项目。

尽快形成健康管理链式服务。李妮
建议，健康体检应尽快形成由单纯健康
体检向健康管理的转变，由单纯疾病检
查和治疗向健康评估和干预转变，逐步
形成健康管理链式服务，真正实现通过
健康体检达到控制慢性病的功能，促进
全民健康。

姜宏宇等专家建议，加强体检行业
的监管力度，对扰乱市场秩序、诱导欺骗
消费者等行为重拳出击，对于专业水平
不达标、设备陈旧简陋等体检机构进行
整改或取缔。 （赵丹丹 董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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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快讯

上海市江西北路、海宁路、武进路附近
有一块面积不小的拆迁地块，一望无边的
各色共享单车堆放于此，宛如单车“坟
场”。上海市交通委表示，这里停放着1万
余辆共享单车。

类似的共享单车“坟场”在多地频现。
笔者日前走访多地发现，有些地方往往旧

“坟场”尚未清理又不断增添新“坟场”，大
量被废弃的单车不仅占用公共空间，还造
成巨大浪费。

浪费资源、占用公共空间“坟场”向二
线城市蔓延

从2017年开始，共享单车“坟场”不断
进入公众视野。这些“坟场”的面积从数百
平方米到近万平方米不等，停放的单车数
量少则数百辆，多则十余万辆，覆盖了几乎
所有品牌。笔者在 7000余平方米的厦门

“巨型坟场”看到，杂乱堆叠的“车山”高达
10米左右，据说这里的单车超过6万辆。

《2018 年中国共享单车行业研究报

告》提到，2017年中国共享单车全行业累
计投放单车 2300万辆、覆盖 200个城市，
市场已趋于饱和，并且给城市交通公共管
理造成巨大压力。目前，已有杭州等 12
座城市出台禁令，禁止企业再向城市投放
新车。

笔者调查发现，共享单车“坟场”不仅
在北上广深一线城市存在，而且不断向二
线城市蔓延。在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世茂
林屿岸小区附近，一块面积两三亩的空地被
各类共享单车塞满，一座仿古式凉亭被深埋
在车海之中，勉强露出的飞檐格外突兀。

江西省南昌市甚至出现了“水上坟
场”。不久前，东湖区城管执法部门联合渔
政部门在赣江沿线专门组织了一次独特的

“钓车”行动，仅半天时间就从江中“钓”上
来600余辆共享单车。

曾备受追捧的共享单车如今成了城市
的痛点。笔者在武汉几处“坟场”看到，许多
车辆外形完整，设备完好，还能发出滴滴的
报警声。一家共享单车企业负责人认为，

“‘坟场’停放的车辆是巨大的资源浪费。”
此外，“坟场”大量侵占公共空间，影响

市民生活。笔者发现，武汉等几座城市的
“坟场”有不少是体育场或面积较大的空
地，还有一些位于地铁站附近通道、道路绿

化带中，严重影响了市民休闲和出行。
“坟场”构成：违停违投被扣押的企业

倒闭被废弃的
据了解，共享单车“坟场”的车辆大致

可分为两类：被扣押的与被废弃的。
各大企业往往选择城市中心人流密集

的黄金地段投放共享单车，短时间内造成
大量违章停放。城管部门对违章停放和违
规投放的单车，大多扣押处理。据了解，上
海武进路附近一处就扣有违停共享单车 1
万余辆。

各城市“禁增令”出台后，出现了大量
违规投放的车辆。深圳、武汉、郑州等地相
关部门曾将某些品牌私自投放的数千辆共
享单车一次性全部扣押，送进“坟场”。

此外，2017年至今，包括悟空单车、小
蓝单车、酷骑单车、小鸣单车等在内的多家
共享单车企业倒闭，这些企业弃置的单车
遍布各地。有研究机构称，我国目前废弃
共享单车数量已超百万辆。

“坟场”单车无人愿意回收，应建立市
场与政府“共享共治”责任体系

业内人士表示，被扣押的单车应被所
属公司领取，经妥善处理后重新投入使用；
被废弃的单车应作价处理或资源回收。然
而，笔者调查发现，大量单车无人认领或迟

滞认领，造成“坟场”持
续增加和扩张。

据调查，企业认领单车积极性不高主
要有以下几个原因：共享单车本身价格不
高，容易破损；罚款加上运费，取车成本让
企业得不偿失。一家知名共享单车企业的
厦门负责人告诉笔者，他们从“坟场”中取
回车辆的完好率仅有5％。

废弃单车即便作为资源回收利用也乏
人问津。笔者在58同城上找到了一家位于
北京的金属废品回收企业，老板表示，整车
拆卸需要把塑料零部件分离出来，工序麻
烦，回收价格也不理想，“利润薄，不划算”。

多位专家表示，解决共享单车“坟场”
问题，必须在政府、行业、企业之间建立“共
享共治”责任体系，运用法律、经济、科技等
手段综合施策。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
所合伙人郭雳律师认为，共享单车企业进
入破产程序后，一方面应当在保证债权人
利益的基础上，为待破产企业进行车辆清
理、运输、作价拍卖等创造有利条件和留出
适当资源；另一方面应当对“甩手”企业负
责人采取信用记录或行业“黑名单”制度，
督促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杰文津 王辰阳 余贤红 冯国栋 汪
奥娜 颜之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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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肖壮丽）5月 21日，汉江上游迎
来一次全流域降水天气，安康市大部分降水量达
20-30cm，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面对汛期，安康
水电厂水库调度中心人员严格 24小时值班，密切监
视水雨情，积极做好迎汛准备。

该厂认真开展防汛自查整改工作，确保所属防
汛设备及水工建筑物 105 个检查项目全部正常。
制定《安康水电站 2018 年汛期水库调度运用计
划》，完成水调中心站、水情测报外站巡查，签订防
汛协作单位报汛合同，确保及时准确收集汛期水
雨情信息。落实防汛物资和抢险队伍配置，增强
防汛抢险的有效性，完成 16 项防汛演习，提高防汛
应急处置能力。

安康水电厂

做细做实防汛准备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焦丽倩）最近，在宝石机械公
司，“微信答题”引爆了朋友圈，也成了大家见面时
聊天的热门话题。

宝石机械公司“新时代、新使命、新作为”——第
十六次“形势、目标、任务、责任”主题教育微信答题
活动自 5 月 15 日开展以来，迅速在全公司范围内掀
起了主题教育活动的再学习、再宣贯、再落实热潮。

采用微信答题的方式在这个公司尚属首次，在
不影响工作的同时，又能及时学习国家政策、企业
精神等知识，因此深受员工的喜爱和认可。据统
计，截至 5 月 21 日 12 时，参与答题次数达 7100 余
次，答题人数达 2800 人，其中 783 人得到了满分，达
到了预期效果。

宝石机械公司

微信答题活动引爆朋友圈

本报讯（记者 兰增干）记者
从 5 月 23 日举办的陕西保安创
新发展论坛上获悉，目前我省
的保安队伍已经发展成为一支
拥有 412 家专业保安公司、12
万余名保安员的庞大队伍，在
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
治安和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等领域，发挥着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
本次论坛还邀请了国家反恐

办、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上海公安
学院、清华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等
相关研究机构专家学者，就大型
群众性活动风险评估、海外安
保、应对低空安全危机及保安行
业的创新发展、规范服务、等级
评定等课题进行研究探讨。

我省保安员队伍突破12万名

近日，陕南地区阴雨连绵，为应对过
量降雨引发自然灾害从而危及辖区列车
运行安全，5 月 22 日，安康铁路公安处旬
阳站派出所联合车站各内部单位职工共

计 40 余人在旬阳火车站站台上开展了一
次防洪应急救援演练。

图为他们在演练防洪应急抢修器材的
熟练操作。 杨长空 刘耀武 摄

5月21日，国网铜川供电公司红土供电所工作人
员来到红土镇东王村二组赵孝忠老人家里，为老人
维修室内老旧线路和用电设施。 井丽君 摄

本报综合消息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 日透
露，发改委、网信办、工信部等八部门日前联合发文
加大对电子商务领域失信问题专项治理。未来将
建立健全跨部门跨地区工作机制，提高失信成本，
加大专项治理对象联合惩戒力度。

据发改委介绍，未来将进一步打击通过恶意刷
单、恶意评价、空包裹代发邮寄等方式伪造交易记录
和物流信息实现“增信”“降信”的违法失信行为。各
地要建立跨部门跨地区工作机制，建立省级电子商
务领域失信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组，就本辖区内电子
商务领域失信问题进行专项研究，并提出有针对性
的措施和工作方案。

发改委表示，未来将加大对失信主体的惩戒力
度，制定地方电子商务失信主体认定标准，并将认定
后的电子商务领域“黑名单”纳入联合惩戒，对于限
期未整改到位的失信主体，将督促省级“反炒信”联
盟或有关电子商务类企业，对其实施限制入住会员、
降低信用等级、屏蔽或关闭店铺、“封号封账”、公开
曝光等惩戒措施。

八部门加强电商失信问题专项治理

据新华社电（记者 姜琳）中
国钢铁工业协会副会长迟京东近
日表示，我国钢铁工业已进入高
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钢铁行业从
地质勘探、采选矿到炼铁、炼钢、
轧钢再到深加工，全产业链水平
已达到世界一流，接下来要靠技
术、质量、服务等创新实现发展。

迟京东是在“高质量发展·钢
铁强国之路”高峰论坛上发表上
述观点的。

迟京东表示，经过两年多去

产能，我国钢铁产能利用率基本
恢复到合理水平，行业经营形势
显著好转。2017年，中钢协统计
的会员企业平均销售利润率恢
复到4.7%。

同时，钢铁产业结构不断优
化，节能环保迈出大步伐，科技
创新成果不断涌现。特别是形
成了世界上最庞大的钢铁产业
大军和研发队伍。物质基础加
上技术和人才保障，为钢铁行业
加快实现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

洋县公路管理段加强 108 国道城洋路日常养护
及路面病害处置，截至 5 月 22 日，洋县段集中处置
路面病害 1800 余平方米，保障了 108 国道城洋路的
安全畅通。图为职工对破损沉陷的水泥路面板进
行破碎处置。 徐立生 高峰 摄

5月 21日下午 17：30左右，
华山景区金锁关管理站环卫工
郝强正在宿舍喝水，忽然，一个
像喝醉了酒一样的游客摇摇晃
晃地走了进来，不等郝强问话，
游客已斜躺在了离门口最近的
一张床上。郝强赶忙跑过去察
看，只见游客目光迷离，一副昏
昏欲睡的样子，闻闻身上，没有
酒味，摸摸额头，感觉并不很
烧，问他怎么了，游客嘴里咕哩
咕噜的，听不清说些什么，似乎
神志不清。

游客到底怎么啦，有没有
同伴？为了尽快弄清情况，郝
强拿起游客的手机，希望从中

能找到一些有用的信息，但是
手机锁着，游客绵软得像面条的
手划了好几次才解开屏锁。从
和游客母亲的通话中郝强了解
到，小伙子今年二十岁，原来是
一名军人，在青藏高原服役，去
年年底刚从部队复原回家，回家
后在外打工，至于儿子今天犯病
的具体原因母亲也说不清。

在情况不明的情况下，为
了尽量多争取“黄金救援时
间”，郝强一边大声呼叫工友抬
送病人，一边上报华旅集团安防
中心，请安防中心协调开通“绿
色救援通道”，在安防中心的统
一指挥下迅速护送病人下山就

医。在索道上，游客瘫软得抬不
起头。怕游客跌倒，郝强和工友
轮流抱着游客，直到把游客送上
等在山下的救护车上。

经过初步诊断，游客属于醉
氧。由于小伙子以前长期在高
海拔地区生活，现在猛然进入华
山这一“天然氧吧”，加上旅途剧
烈运动，吸入过量氧气，出现醉
氧症状。经过
及时救治，5月
22日下午15时
左右，病人完全
苏醒过来，转
危为安。
通讯员 秦永毅

抢 救 醉 氧 人

新闻

本报讯（赵丽莉）高考即
将来临，为了给考生提供一个
安静、有序的学习、休息和考
试环境，确保今年高考顺利进
行，西安市城市管理局制定
2018 年高考期间环境秩序保
障工作实施方案，即日起会同

建设、环保等部门，加大对社
区及各考点周边噪音的查处
力度。

自 6 月 1 日起至 6 月 9 日，
对建筑施工、室内装修、文化
娱乐场所、室外群众性娱乐
活动和其他可能产生噪声的

场所进行一次全面清理排
查，对有可能产生噪声的场
所提前采取限定作业和娱乐
时间的措施。对不听劝阻，
一再夜间超时施工的单位和
个人，依据相关规定坚决查
处、从重处罚。

高考将至西安严查噪音扰民

本报讯（杨一苗 王钊）“六
一”国际儿童节即将来临，各类
儿童商品和服务成为消费热
点。陕西省消费者协会发布消
费警示：在选购儿童商品和接受
服务时，要理性消费、安全消费。

儿童节期间，是广大家长为
孩子拍摄影像比较集中的时间，
商家采用各种促销、特惠等方式

吸引消费者。消协提醒，家长在
选择摄影机构时一定要事先问
好价格，认真阅读有关合同或协
议，明晰有关条款，不要被商家
低价、优惠等促销方式所影响，
忽视了低价背后的附加条件和
服务的真实情况，更不要轻易相
信那些所谓“免费”拍摄，谨防

“先‘免费’后破费”的陷阱。

省消协警示：“六一”谨防先“免费”后破费

本报讯（石喻涵）近日，陕西省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领导小组办公室面向社会公布举报电话及邮箱，
欢迎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积极参与专项斗争，
对在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
壤、深挖黑恶势力“保护伞”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予
以奖励；对包庇、纵容黑恶势力或恶意举报、诬告陷
害他人的，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对举报人实施报
复的，将依法从严从重惩处。政法机关将依法保护
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

举报电话:029－85212110；举报网址 :www.sxzf.
gov.cn 举报邮箱 :sxsaohei@163.com；信件地址 :西安
市雁塔路南段 10 号陕西省扫黑办；邮政编码:
710054。

各地公安机关要依据当地实际和案件情况，对
举报线索查证属实的，要予以现金 1000-5000元的奖
励。打掉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视情提高奖金额度。

陕西公布涉黑涉恶线索举报方式

5月22日，
汉 中 市“ 让 森
林 走 进 城 市 ，
让城市拥抱森
林”创建国家森
城市主题宣传活
动在汉台区街心
花园启动。为期
一天的活动吸引
了数百名市民，
发送创森宣传
资 料 、环 保 袋
2000余份。

徐思琪 摄

我国钢铁行业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