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提示】

17年，在历史长河中不过弹指
一挥间。

而她用17年时间，开创了一个
又一个先河，缔造了一个又一个奇
迹，引进了一项又一项新技术，实现
了一个又一个爱美人士的梦想。

她就是，中原地区成立时间最
早的河南整形美容医院。

□本报记者 李淑丽
本报通讯员 钟鸣

河南整形美容医院全院面积近
30000平方米，有20余间国际规范百
层级无菌净化手术室，其规模目前在
全国医疗美容医院中名列前茅。

作为全国整形美容行业的医疗安
全示范医院，2015年 12月，原国家卫
计委整形美容专家组考察团在河南整
形美容医院考察之后，其百层级无菌
净化手术室和规范的手术流程，受到
了考察团成员的一致认同。

因手术流程规范、手术方式专业、
手术技能前沿，河南整形美容医院平
均每年为 50000 位爱美者实现了梦
想，17年，近 80万中原女性在这里实
现了自己的美丽蜕变之梦。

二个依托 为美丽护航

河南整形美容医院之所以在中原
整形医疗美容行业一直处于领先地
位，主要归功于其有两个强大的技术
依托，并拥有一个强大的医疗技术团
队。

在建院之初，河南整形美容医院
的技术依托来自始建于 1896年的百
年三甲名院——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
医院，随着爱美人士对医疗美容精细
化需求的期望值越来越高，河南整形
美容医院又依托国际医疗集团——中
美集团，逐步打开了国际医疗美容市
场，成立了涵盖46个国家顶级医疗美

容专家的“全球医生资源库”，使医院
的发展步入了快车道，同时，医院的诊
疗技能逐步与国际接轨。

河南整形美容医院与美国南加州
医药大学、美国罗马琳达大学建立合
作，分别在北京、新乡、郑州成立三个
抗衰实验室，成为全国率先拥有独自
抗衰实验室的整形美容医院。2017
年，医院成立“整形修复外科”，成为中
原地区第一家成立整形修复外科的整
形美容医院，同时，也是中原第一个将

“美学课堂”引入整形美容医院的医疗
单位。

目前，河南整形美容医院 60%的
专业美容医师拥有副高级以上职称，
发表专业论文 100余篇，被中国医师
协会美容与整形医师分会授予“优秀
单位”荣誉，并同时荣获“中国医师协
会美容与整形医师分会单位会员”“中
国整形美容行业十大品牌”“全国微创
非手术美容十佳单位”“第六届健康中
国2013整形美容行业示范基地”等荣
誉。

四大技术 为梦想助力

一直走在医疗整形美容时尚前沿
的河南整形美容医院，开设有七大塑
美中心，分别为形体塑造中心、注射中
心、激光美容中心、植发中心、口腔中
心、会员VIP中心、手术中心。同时还
配备了瑜伽馆、健身房、咖啡厅等公共
娱乐设施，使爱美人士在享受中实现
美丽“蜕变”梦想。

河南整形美容医院所拥有的四大
医疗整形美容技术，小清新mini双眼
皮技术改写了人工双眼皮有痕的历
史；20°少女 CC 美胸术获使国际丰
胸元老赞叹不已；美人尖清新鼻在我
国鼻整形发展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
胶原脂肪青春术更是颠覆医美的新科
技，这四大技术，不但得到了“全球医
生资源库”专家的一致认同，更深受广
大爱美人士的喜爱与推崇。

河南整形美容医院的每台手术，
都要经过严格的 18项术前检查和麻

醉师、手术医生确认后才能实施，手术
所使用的材料均经过中国 CFDA、美
国FDA、欧盟CE三重标准认证，所使
用的医疗器械设备经过 15道关卡严
密筛选。

四大医疗整形美容技术和规范化
手术流程，是许多爱美人士选择在河
南整形美容医院手术的主要原因。

新的时代，新的起点，随着人们对
生活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对美的渴
望与追求越来越迫切，一直走在我国
医疗整形美容行业前列，将时尚元素
融入医疗整形美容技术中的河南整形
美容医院，已成为许多爱美人士心目
中美丽与自信的缔造之地。

洛阳市第三人民医院（原铁路医
院）眼科——洛阳眼科医院，为洛阳市
重点专科、洛阳市眼科质量控制中心，
也曾是原国家铁道部重点专科，拥有
单独门诊、住院部和手术室。一直以
来，医院眼科医务人员以“诚心、细心，
还您清晰世界”为宗旨，为众多眼病患
者送去了光明和希望。

因医院眼科技术优势明显，2010
年和 2012年，先后被确定为“健康快
车”洛阳行活动基地医院，协助“健康
快车”医疗团队为2626名白内障患者
进行了复明手术。2012年，被原国家
卫计委命名为“中华健康快车白内障
治疗中心”。2014年，被原国家卫计
委授予全国首批“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筛查中心”，负责为洛阳市民免费进行
糖 网 病 筛 查 。 2018 年 ，被 评 为
2015-2017年度“河南省持续改善医
疗服务示范科室”。

技术精湛
为患者带来光明与希望

前不久的一天，72岁张奶奶重见
光明。

10多年前，张奶奶因双眼葡萄膜
炎发作，左眼逐渐失明，右眼白内障、

瞳孔闭锁、陈旧性葡萄膜炎，因张奶奶
病情复杂手术难度大风险系数高，且
老人脊柱严重畸形不能平卧，给手术
造成了极大的不便，经过到多家医院
问诊，李景波主任有理有据的病情分
析和个性化手术方案，使张奶奶选择
在这里手术。不付所托，20分钟的白
内障超声乳化+人工晶体植入+瞳孔
再造术，使张奶奶重见光明。

5岁的小希因患急性眼内炎双目
失明，在李景波手中恢复光明。

70多岁的陈大爷不慎右眼刺入
火钳，李景波妙手施治取出了火钳。

101岁双明失明的郭奶奶在这里
重见光明。

翻开洛阳市第三人民医院眼科手
术记录本，一例例复明手术跃然纸上，
一例例疑难眼科病例在这里获得了成
功。

科研攻关
持续提升综合实力

科研是医学发展的推进器。
洛阳市第三人民医院眼科医疗专

家团队在科研的道路上，创新的步伐
从未停歇，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

眼科主任、主任医师李景波，在
《中国误诊学》《中华实用中西医》《眼
外伤职业病》等国家级专业期刊杂志
上发表多篇论文。

眼科屈光治疗中心主任、主任医
师薛丽霞，1995年，成为洛阳市第一
个独立完成LASIK手术的医生；率先
在洛阳市开展了虹膜识别+波前像差
引导的个体化切削术；“小切口白内障
摘除+晶体植入”获洛阳市科技进步
三等奖、河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主刀
完成准分子激光手术数万例，先后在
国家级杂志发表论文十余篇，作为副
主编出版专著一部。

为造福更多眼病患者，眼科于
2013年成功引进了德国蔡司公司的
VisuMax 全飞秒手术系统，让屈光
手术进入了无刀化时代，提高了安全
系数减少了伤害；2017年，又引进了

世界上先进的德国阿玛仕准分子激光
机，开展TransPRK全激光手术，使近
视治疗实现了无刀、无瓣、无切口、无
负压，激光一步完成，大大降低了近视
手术的风险性，深受广大近视患者的
喜爱。

李景波介绍，早在 2007年，眼科
就引进了当时最先进的美国爱尔康超
声乳化仪。目前，眼科已购进第 3台
超乳机，同时拥有蔡司电脑视野计和
810 激光机，光学相干断层扫描仪
（oct），这些先进眼科设备的购置与引
进，提高了眼病的诊断准确率和手术
成功率。为给患者提供更温馨、舒适
的就医环境，医院对眼科楼进行了全
面整修，整修后的眼科楼布局更为合
理、温馨，门诊处宽敞明亮，住院病区
干净舒适。

“今后，我们将以继续改善患者就
医感受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注重人才
培养和技术创新，同时，大力加强软硬
件建设，打造眼科品牌医院，为广大眼
病患者提供更优质、更温馨的服务。”
洛阳市第三人民医院院长李树龙的话
铿锵有力。

美丽与自信缔造之地
——河南整形美容医院发展纪实

光明的守护者
——洛阳市第三人民医院（原铁路医院）眼科发展纪实

【核心提示】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作为人体最直接的“导航系

统”，它使我们直观认识了这个五
彩缤纷的世界。

1998年，洛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原铁路医院）眼科——洛阳眼科医
院成立。20年时间，该科主任李景
波带领着一批优秀的眼科专家团队
使无数眼病患者重返光明，不断书
写着为眼病患者服务的新篇章，被
洛阳百姓誉为“光明的守护者”。

□本报记者 李淑丽
本报通讯员 段言文

李景波主任手术进行中

为重现光明的百岁老人读报

（上接第23版）
15.在某个专项附加扣除界面批量导入 16个模板

后，只显示13条信息，什么原因？
答：扣缴客户端在一个专项附加扣除界面可以导

入全部专项附加扣除信息，导入完成后，该项专项附加
扣除页面只显示有该项专项附加扣除的人员信息，无
此项专项附加扣除的人员信息不在此展示，可通过其
他专项扣除菜单。

查看其他人员专项附加扣除信息。
三、子女教育支出

1.填报子女教育支出需要符合什么条件？
答：（1）有子女符合以下两个条件之一：①扣除年

度有子女满3岁且处于小学入学前阶段；②扣除年度有
子女正接受全日制学历教育。（2）同一子女的父亲和母
亲扣除比例合计不超过100%。

2.同一子女、同一受教育阶段是否需要细化填写？
如，义务教育阶段是否需要区分小学、中学分别填写？

答：无需细化填写。对于同一子女的同一受教育
阶段，即使在一个年度中间，子女存在升学、转学等情
形，只要受教育阶段不变，也无需细化填写。

3.同一子女某个受教育阶段中间就读学校或者就
读国家（地区）发生变化的，是否需要分别填写？

答：无需分别填写，只需要填写填表时的就读学校
即可。

4.何时填写教育终止时间？
答：子女因就业或其他原因不再继续接受全日制学

历教育时填写。当前受教育阶段毕业，但还会继续接受
全日制学历教育的无需填写。

个人从填报的教育终止时间次月起，不能再继续
享受该子女的此项扣除。

5.子女满 3周岁，但未入幼儿园的，是否需要填写
就读学校或者就读国家（地区）？

答：需要填写。如果不填写，将可能导致此条信息
之后信息采集失败，影响个人享受专项附加扣除。子
女处于满3周岁至小学入学前的学前教育阶段，但确实
未接受幼儿园教育的，仍可享受子女教育扣除，就读学
校可以填写“无”。

6.是否必须在子女满3周岁之后才能填写？
答：本扣除年度内子女即将年满 3周岁的，可以在

子女满3周岁之前提前填写报送相关信息，子女满三周
岁的当月即可享受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无须待子
女实际年满3周岁之后填报。

7.子女已经不再接受全日制学历教育的是否可以
填报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

答：不可以。子女已经不再接受全日制学历教育
的已不符合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的相关规定，无需
填写相关信息。

8.一个扣除年度中，同一子女因升学等原因接受不
同教育阶段的全日制学历教育如何填写？

答：可以分两行，分别填写前后两个阶段的受教育
情况。

9.不同的子女，父母间可以有不同的扣除方式吗？
答：可以。对不同子女，可以在父母间有不同的扣

除比例，扣除比例只能为50%∶50%，以及100%∶0。其
中一方为100%的，另一方无需采集该子女的专项附加
扣除信息。

10.对于寒暑假是否中断享受？
答：不中断享受。只要纳税人不填写终止受教育

时间，当年一经采集，全年不中断享受。
11.对于存在离异重组等情况的家庭子女而言，该

如何享受政策？
答：由子女父母双方协商决定。一个孩子总额不

能超过1000元/月，扣除人不能超过2个。
四、继续教育支出

1.填报继续教育支出需要符合什么条件？
答：学历（学位）继续教育的条件需要扣除年度内

在中国境内接受学历（学位）教育。职业资格继续教育
需要在扣除年度取得职业资格或者专业技术人员职业
资格相关证书。

2.同时接受多个学历继续教育或者取得多个专业
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是否均需要填写？

答：只填写其中一条即可。因为多个学历（学位）
继续教育不可同时享受，多个职业资格继续教育不可
同时享受。

3.学历（学位）继续教育与职业资格继续教育可以
同时享受吗？

答：可以。
4.学历（学位）教育，是否最后没有取得学历（学位）

证书也可以扣48个月？
答：凭学籍信息扣除，不考察最终是否取得证书，

最长扣除48个月。
5.如果可以，48个月后，换一个专业就读（属于第二

次继续教育），还可以继续扣48个月？
答：纳税人 48个月后，换一个新的专业学习，可以

重新按第二次参加学历（学位）继续教育扣除，还可以
继续扣48个月。

五、赡养老人支出
1.填报赡养老人支出需要符合什么条件？
答：一是扣除年度被赡养人已年满60（含）岁（被赡

养人包括：①父母；②子女均已去世的祖父母或外祖父
母）。二是纳税人为非独生子女，可选择赡养人平均分
摊，赡养人约定分摊和被赡养人指定分摊；若属于赡养
人约定分摊的或被赡养人指定分摊的，需已经签订书
面分摊协议。

2.在多子女情况下，存在子女中只有 1人工作，其
他子女未成年或丧失劳动力的情况，工作的1个子女也
只能按50%扣除？

答：是的。按照目前政策规定，非独生子女，最多
只能扣除1000元/月。

3.父母均要满60岁，还是只要一位满60岁即可？
答：父母中有一位年满60周岁的，纳税人可以按照

规定标准扣除。
六、住房贷款利息支出

1.填报住房贷款利息支出需要符合什么条件？
答：一是本人或者配偶购买的中国境内住房；二是

属于首套住房贷款，且扣除年度仍在还贷；三是住房贷
款利息支出和住房租金支出未同时扣除。

2.如何确定是否属于首套住房贷款？
答：是否属于首套住房贷款，可以咨询贷款银行。

七、住房租金支出
1.填报住房租金支出需要符合什么条件？
答：一是本人及配偶在主要工作城市无自有住房；

二是本人及配偶扣除年度未扣除住房贷款利息支出；
三是本人及配偶主要工作城市相同的，该扣除年度配
偶未享受过住房租金支出扣除。

2.主要工作城市如何填写？
答：纳税人在扣缴义务人处办理该项扣除的，填写

任职受雇单位所在的城市。
3.一个月同时租住两处住房或者年度中间换租住

造成中间有重叠租赁月份的情况，如何填写？
答：一个月同时租住两处住房的，只能填写一处；

中间月份更换租赁住房的，不能填写两处租赁日期有
交叉的租赁住房信息。

如果此前已经填报过住房租赁信息的，只能填写
新增租赁信息，且必须晚于上次已填报的住房租赁期
止所属月份。确需修改已填报信息的，需联系扣缴义
务人在扣缴客户端修改。

4.员工无房产，目前长包酒店房间居住，每月金额
自负，这种情况是否可视为租房？

答：可以视为租赁住房，但请纳税人保留部分相关
票据，用以证明相关事实。

5.员工宿舍可以扣除吗？
答：如果个人不付费，不得扣除。如果本人付费，

可以扣除。
6.某些行业员工流动性比较大，一年换几个城市租

赁住房，或者当年度一直外派并在当地租房子，是否
支持该项专项附加扣除？

答：对于为外派员工解决住宿问题的，不应扣除住
房租金。对于外派员工自行解决租房问题的，对于一
年内多次变换工作地点的，个人应及时向扣缴义务人
或者税务机关更新专项附加扣除相关信息，允许一年

内按照更换工作地点的情况分别进行扣除。
7.住房租金支出扣除“主要工作城市”的范围，某市

下属县有住房，到该市区工作的租房支出能否享受扣除？
答：“主要工作地”的填写，纳税人可通过电子模板

中的城市列表中下拉选择。纳税人或其配偶在“主要
工作地”有住房的，不可以再填报住房租金扣除。

八、其他问题
1.填报电子模板有什么注意事项？
答：一是不要修改、删除和调整电子模板的字段及

字段格式；二是建议用 excel填写电子模板；三是填写
电子模板时请仔细阅读相关的说明和提示。

2.子女教育、住房租金、赡养老人等电子模板所列
行次不够怎么办？

答：可以插入一行，或者复制一行，在最后一行后
粘贴增加行次填写。

3.部分电子模板会读取失败，如何处理？
答：常见情况有以下几种：
（1）部分因为填写不规范，建议按照导入时客户端

反馈的导入失败提示信息修正后，重新执行导入；
（2）部分可能因为电子模板文件格式兼容性造

成，建议在执行导入的电脑上用 EXCEL 打开导入失
败文件，然后保存为 XLS 或 XLSX 格式后，重新执行
导入；

（3）部分可能因为电子模板文件损坏，文件打不
开，这种情况下只能重新采集数据。

4.拿到的电子模板文件损坏后，从哪可以下载新的
电子模板。

答：可以从各地税务机关的门户网站下载，或者登
录自然人税收管理系统扣缴客户端，进入专项附加扣
除信息采集菜单，选择其中的任意一项专项附加扣除
入口，点击导入按钮，选择模板下载，即可下载最新的
电子模板。

5.电子模板填报完毕后，扣缴义务人应该如何进行
导入操作？

答：扣缴义务人将收集到电子模板放至指定的文
件夹，登录自然人税收管理系统扣缴客户端后，进入专
项附加扣除信息采集菜单，选择其中的任意一项专项
附加扣除，点击导入按钮，选取“导入文件”，选择对应
的文件夹，即可导入相应的电子模板数据。

扣缴义务人在导入电子模板时，为提升模板导入
以及问题排查效率，需要提醒员工进行规范的文件命
名，如，单位名称+员工姓名+身份证件号码；人员比较
多的单位建议分部门建文件夹；同时，为确保导入模板
的成功率，建议限制每个文件夹的文件数量。

6.专项附加扣除模板是否可以重复多次导入？
答：可以，不会造成信息重复采集。如果批量导入

后，仍有提示导入失败的模板文件，建议可尝试再次导入。

一文读懂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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