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5月11日 星期三 B17~22版
值班主任 丁艳敏 统筹 王芷荭 责编 刘静 美编 李庆琦

天天健康

前述医疗设备代理商表示，一
般情况下，医院提交的医疗设备申
请，绝大部分都能获得主管部门批
准。问及原因，该代理商说：“好多
买设备的钱都是医院自己掏呀。”而
记者随后在政府采购网公开的招投
标信息中，也确实发现不少医疗器
械的资金来源一项，标注为“自筹资
金”。

《修正案》的发布，也让业内颇有
争议。一家民营医院的管理者称，对
规定细节有异议的，不仅有医疗机构
和供货商，就连管理机构，也曾放开
过乙类大型医用设备的配置限制。
记者根据其提供的线索，查找到北京
市卫计委于2014年发出的《关于调整
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乙类大型医用
设备配置管理工作的通知》。该文件
称考虑到社会办医发展的需要，全面
放开社会办医配置乙类大型医用设
备，凡符合配置条件的，不再限制配
置。一方面是对医疗机构的年工作量、
医院等级和阶梯配置等非安全性指标
不再作具体要求；另一方面是简化流

程，民营医院根据需求自行
购买设备后，再申请设备配
置许可证。

其实对于医院的CT、
磁共振、造影机等检查，有
人认为部分医院患者排队
检查，甚至需要预约；而有
的医院检查设备却使用率
超低。“完全可以交给医疗
机构调节。”也有专家认为，
国家针对此事出台规定，是
未雨绸缪之举。“一方面是
资金浪费，一方面是患者诊
疗费用难以下降。”这名专
家也提出，目前正在省内外
加紧布局的第三方医疗检
验机构，就是个不错的选
择。“区域内设置一两家第
三方检验机构，大小医院特
别是基层医院，只需购买服
务，不用再花钱购买大型检
查设备，都交给第三方去处
理，不仅节约了设备成本，
连人工成本也省了。”

国家卫计委近日会同财
政部部署今年新农合重点工
作，新农合人均补助标准将
提高到420元。

2016 年，各级财政对新
农 合 的 人 均 补 助 标 准 在
2015年的基础上提高40元，
达到 420 元，农民个人缴费
标准在 2015 年的基础上提
高 30 元，全国平均达到 150
元左右。

新农合保障水平，将政
策范围内门诊和住院费用报
销比例分别稳定在 50%和
75%左右。严格控制目录外
费用占比，缩小政策报销比
和实际报销比之间的差距。

2小时15分

《关于建立人体捐献器
官转运绿色通道的通知》下
发两天后，我国民航系统迎
来首例活体器官运输。

5 月 8 日，航空公司、机
场、空管等相关单位联手，开
通空中“绿色通道”，仅用 5
分钟就完成医生和活体器官
的值机和安检手续，全程用
时 2 小时 15 分，成功保障一
例活体心脏器官从杭州机场
快速转运至武汉。

5月6日，国家卫生计生
委等部门联合印发《通知》，
决定建立人体捐献器官转运
绿色通道，确保人体捐献器
官转运流程的通畅，将器官
转运环节对器官移植患者质
量安全的影响减少到最低程
度。

1528人

5月9日，韩国政府正式
统计的因加湿器杀菌剂事件
死亡者总数为239人。而韩
国环境保健市民中心的数据
则显示，迄今为止受害者总
数量已经达到1528人。

2011 年，首尔一家医院
因肺纤维化症状住院的病人
出现接连死亡的疑案。这些
病人有同样的死亡原因：不
明原因的急性肺病。

韩国保健福祉部疾病管
理本部对此展开了大规模流
行病学调查，排除了流行病
毒引发的可能。其在随后的
调查和实验中初步认定，“加
湿器杀菌剂”是罹患不明肺
病致死元凶。

2012 年，受害者家属将
相关企业告上法庭，但检方
以难以确认因果关系为由，
决定“附加时限终止起诉”。
今年 1 月以来，检方加大调
查力度，并在 4 月相继传唤
相关人员，取得重大突破。

一周 微健谈

李先生的孩子
今年四岁，今年春节
前后，孩子因发烧到
郑州某医院就诊，医
生怀疑其肠套叠，未
触诊就为其开了超声
检查，经诊断排除了
肠套叠。两个月后，
孩子再次因发烧去某
医院就诊，医生同样
要求做超声检查，因
为孩子基本没表现肚
子疼的症状，李先生
当即提出质疑。但医
生称“仅凭按肚子确诊
不了，多做几项检查，
可明确诊断原因”。面
对质疑，医生也表示可
以暂不做检查，等查不
出问题再做也行。“作
为家长，我肯定要听医
生的，只好接受了。”事
后，感觉蹊跷的李先
生向大河报反映了自
己的疑虑。对此，院方
回应称，医生的检查流
程符合规定，且患者年
龄小，多做一些检查，也
是为孩子健康考虑。

其实，在就诊过程
中，一些患者也会主动
要求医生多做几项检
查，甚至同样的检查项
目，到不同医院做两
次。但在业内一名退休
专家看来，有些检查是多
余的，甚至是浪费。“政府
努力了好几年，虽然就诊
信息还不能联网，但是实
现了各医院间的检查结
果互认。”该专家称,为了
避免过度和重复检查，管
理机构一直在努力。

为降低医疗支付成
本，在管理机构的举措
中，除了限制过度使用医
疗器械外，还希望从根源
上进行杜绝。日前，国务
院法制办公布的《修正
案》，就规定医疗机构未经
许可不得擅自配置使用大
型医用设备。

对于哪些属于大型医用设备
的问题，昨日受访的一名进口设
备省内代理商称，大型设备主要
是那些技术复杂、价格高、在诊疗
收入中占比较大，同时纳入国家
管理品目的器械。这些设备一般
对技术要求比较高，“省内的部分
基层医院，费尽周折购进的进口设
备，半年多过去了，工作人员还不
能完全掌握操作技术”。

不仅是技术的问题，国家此次
严管的初衷，是为了防止问题进一
步蔓延。在《修正案》中，起草机构
明确指出了医疗机构依赖大型检
查设备，给患者增加负担的问
题。文件称：“一方面医疗机构收

入将更加依赖于设备检
查治疗，存在诱导需求
的倾向；另一方面，医疗
机构普遍存在床位规模
和大型医用设备扩张的
冲动，如不采取有效措
施，将加剧医疗资源布
局不科学、结构不合理
的状况。”另一名不愿具
名的退休专家称，医院
引进大型医用设备的成
本，只有靠患者的检查
费用来填补，造成了医
生对设备检查的依赖越
来越大。“凭经验可以做
出的诊断，设备检查其
实可有可无，但做了检
查，患者也挑不出毛病。”

针对这些问题，《修
正案》规定由国家制定大
型医用设备的配置规划，
并按品目实行分级配置
许可。另一条具体规定，
是在我省已落地执行的
措施：医疗器械使用单位
配置大型医用设备，须经
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
计生主管部门批准并取
得配置许可证后方可配
置。

违反这些规定，《修
正案》也做了具体规定：
未经许可擅自配置使用
大型医用设备的，由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计生
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
停止使用，没收违法所
得；违法所得1万元以上
的，并处违法所得5倍以
上10倍以下罚款；情节严
重的，5年内不受理相关
责任人大型医用设备配
置许可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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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
示 | 就是看个普通小

病，却被要求做“高科技”检
查，诊疗费动辄几百上千元。日

前，国务院法制办公布的《医疗器械
监督管理条例修正案》（送审稿，下称
《修正案》）中规定，医疗机构不得未经许
可擅自配置使用大型医用设备，防止从
“以药养医”转变为“以械补医”。但在实
际运行中，对于年工作量、医院等级和
阶梯配置等条件的限制，未来会有所
改变吗？而这些规定的出台，能
否降低患者的就诊费用？记

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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