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 12 月 7 日 星期五

时报/国事

责编 / 姜明菊 版式 / 沐晗 校对 / 沐晗

A13

医院难寻 医生难留

儿科看病难究竟如何解
新华社北京 12 月 6 日电（记者 侠克 林苗苗 肖思思）每到冬
季流感高发季，儿科看病难问题就会再次凸显。一面是儿科医
疗资源短缺，孩子看病难；另一面则是儿科医生群体面临“活儿
难干”
“人难留”等多重困境。儿科问题究竟如何破解？记者进
行了调查。
■医疗资源分配不均、数量不足制约儿科发展
不久前，北京一位父亲带着孩子辗转 3 家二甲、三甲医院，
想为孩子头上半厘米的小伤口清创包扎，却没有一家可以收诊。
“有的医院没有儿科，有的医院有儿内科但无儿外科，无法
处理伤口。
”这位父亲无奈地说。
儿科科室和资源短缺、配置不均衡，医生数量不足等问题是
我国儿科面临的主要问题。
记者在北京市西城区广内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了解到，该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没有设置儿科，也没有配置常用的儿科药品。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社区内居民需前往附近两家综合性医院才
能为患儿就诊。而据记者了解，这两家综合性医院均只设有儿
内科，并无儿外科，若儿童发生外伤，
仍然无法接诊。
而在北京两家主要的儿科专科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
北京儿童医院和首都儿科研究所，则是常年人满为患。广内街
道居民李女士说：
“孩子有个磕碰或头疼脑热的还是愿意去儿科
专科医院，但专科医院人太多了，
每次看病要花多半天的时间。”
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和中国医师协会儿科医师分会
2017 年联合发布的《中国儿科资源现状白皮书（基础数据）》显
示，我国现有儿童专科医院仅 73 家，其中东部 41 家，中、西部加
起来共 32 家。儿科资源稀缺，且分配不均衡。
■
“活儿难干”
“人难留”儿科医生群体困境重重
“儿科医生数量的多少，决定了我国儿童健康能不能得到保
障。”中国医师协会儿科医师分会会长孙锟说。
记者从广东省了解到，
2016 年广东省儿科医生缺口约为2000
人，
但广东各大医学院校每年培养出来的儿科研究生不足50人。
因收入偏低、劳动强度大、工作风险高等原因，目前儿科医
生群体面临超负荷工作普遍、吸引人才难、骨干医生流失率高、
三甲基层冷热不均等多重困境。
《中国儿科资源现状白皮书（基础数据）》显示，2011 年至
2014 年，中国儿科医师流失人数为 14310 人，占比为 10.7%。其
中，35 岁以下医师流失率为 14.6%，35 岁至 45 岁医师流失率为
11%，45 岁至 60 岁医师流失率为 6.8%。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倪鑫说：
“儿科医生的
诊疗专业难度大，医患纠纷比例高；此外，工作压力大、收入与付
出不成比例、缺乏安全感是儿科医生流失的原因。”
一位新生儿外科专家说：
“我们科最多时有 100 多名住院病
人，各类医生才 30 余名，一天做手术从早上 8 点一直到晚上 10
点，在儿科并不罕见，有时甚至要连轴转。”
孙锟说，我国儿科无论是门诊还是急诊，综合性医院的工作
量最大，而妇幼保健院、妇幼保健所等基层医疗机构的医生门急
诊工作量占比较低。
“这是一大笔资源，
应该利用起来。”
■儿科医疗资源还需
“重基层”
“重培养”
国家卫生健康委10月发布数据显示，
2017年全国新建儿童医
院 19 家，
儿科床位增加 2 万张；
截至 2017 年底，
全国儿科执业（助
理）医师数达15.4万名，
每千名儿童执业（助理）医师数为0.63名。
孙锟表示，从源头抓起，培养一大批能够广泛扎根于基层的
儿科专业人才，使儿童保健、儿童常见病、多发病可以在儿科全
科医生手中得到解决，才能使三甲医院的儿科专科医生更加专
注于儿童疑难重症以及罕见疾病的临床诊治工作。
在加强基层儿科建设方面，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在社区全科
医生中，每年将选拔培训 100 名社区基层医生，使他们能更好地
提供儿科服务。此外，北京市卫生健康委不断推进儿科医联体
建设，目前已经建成 5 个儿科医联体。
为解决儿科医生短缺问题，实现区域儿童医疗卫生资源均
衡发展，广东省加快构建省、市、县、乡镇（社区）四级儿科医疗卫
生服务体系。2016 年广州 17 家三甲医院联合发起成立广东儿
科联盟，将各级医院的儿科优势力量集中起来协同发展。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儿科主任邹丽萍表示，
短期内可培养
基层全科医生使其对儿科疾病有基本的判别能力，
从而成为儿科
就诊的
“第一关”
“
。在
‘第一关’
筛选出一批不用前往儿科专科医院
的患者，
减少了儿科专科医院的门诊量，
也提高了其诊疗效率。
”
倪鑫认为，除了加大人才培养外，提高儿科医生群体的待遇
也是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海外旅游布下“医疗陷阱”
，售价几十万的“抗癌药”成本仅几百元……

特大海外医疗诈骗案涉案金额近 10 亿元
新华社杭州 12 月 6 日电（记 “癌盾”
产品。
者 方列）利用美容院精准定位诈
直到今年 1 月，王女士在国
骗对象，免费的海外旅游行程包
外的女儿回到嘉兴才意外发现，
括“高端体检”，假冒的国外“医疗
自己母亲正在食用的“癌盾”十分
专家”解读体检报告让人相信自
可疑：其全英文包装上赫然写着
己是易患癌症人群，进而购买价
主要成分是“糖”，且在泰国、美国
格动辄几万甚至上百万元的“抗
就诊的体检报告疑为互联网下载
癌药品”
……
的伪造品，
随即向公安机关报警。
在公安部的统一指挥下，浙
筛选客户、步步设局，
“ 高端
江公安机关近日摧毁一个以海外
体检”
后开出天价
“抗癌药”
医疗名义实施诈骗的犯罪集团，
接到报警后，浙江省、嘉兴市
抓获犯罪嫌疑人 132 名，涉案金
两级公安机关迅速组织警力开展
额近 10 亿元。
调查。经过两个月的缜密侦查，
“抗癌药品”全英文包装上赫
发现大连思兰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然写着主要成分是
“糖”
司是
“癌盾”
系列产品的源头。
直到被女儿带到公安机关报
警方调查发现，
自 2014 年起，
警，浙江嘉兴的王女士还不敢相
思兰德公司在全国范围物色代理
信，自己花费巨资的“海外检测治
商，由代理商发展下线美容院，由
疗”
竟然是一场彻彻底底的骗局。 美容院物色人选，再实施海外医
52 岁的王女士是嘉兴一家
疗诈骗，
形成了一条诈骗产业链。
美容院多年的老顾客。2016 年
思兰德筛选“优质客户”群体
初，美容院以“回馈老客户”的名
的标准是：经济条件优越、身体健
义邀请王女士免费泰国旅游，行
康状况良好、看不懂英文，且不是
医生、法律工作者。美容院前期
程包括豪华游艇、五星级宾馆、海
针对筛选的顾客详细摸底，包括
鲜大餐、娱乐晚会……还有“高端
既往病史、家庭财产状况等，逐层
体检”
和
“专家医疗说明会”。
上报至所谓的“医疗专家”，以便
在接受了海外医院的“高端
“有的放矢”
。
医疗体检”后，王女士吓了一跳： 行骗的时候
客人身体健康，
风险才小。出
根据她的体检报告，
“ 医疗专家”
思兰德安排区域代理商以及
分析认为罹患癌症的风险很大。 国时，
美容店人员全程陪同，
看似服务周
就在王女士惊恐未定之际，
“医疗
到，
实则是将客人隔离交流。
专家”抛出了“救命稻草”——
“癌
侦办此案的嘉兴市公安局秀
盾”疗法。
“医疗专家”建议王女士
洲区分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徐惠
先花费 106 万元人民币，在国外
刚介绍，豪华旅游中游艇、海鲜大
通过输液来抗癌，回到国内后再
餐等项目都是为看似高大上的医
口服“癌盾”产品，以此巩固输液
疗体检作铺垫，
增加信任感。
的疗效。出于对癌症的恐惧，王
事实上，国外的医疗体检只
女士欣然接受。
是一些普通的体检项目，但因为
此后，王女士又多次应邀前
被安排在国外当地的高档酒店，
往美国、泰国等国“旅游”，前后花
加上客人们不懂英文，高大上的
了 近 600 万 元 巨 款 在 防 癌 保 健
上。最后一次去美国“旅游”，王 “医疗说明会”就干扰了受害人的
判断能力。所谓的“医疗专家”只
女 士 还 购 买 了 价 值 165 万 元 的

是些没有医生资格的人员，甚至
还有吸毒人员，思兰德为他们虚
构了医学博士、国际专家、创始人
等头衔，
以此诱骗受害人。
“医疗专家”虚假解读受害人
的体检报告，称她们很可能患上
癌症。当受害人对花费巨款购买
所谓抗癌产品产生犹豫时，身边
的陪同人员就会做劝解、说服工
作。为了防止受害人回国后反
悔，犯罪团伙还伪造网站，渲染所
谓的疗效。
警方查证，所谓口服的“癌
盾”是思兰德公司魏某向上海某
公司订购的，经检验主要成分为
番茄红素和青花素。为规避国内
法规，出口至魏某指定的美国某
货代公司，后通过海关空运进口
至国内，由思兰德公司在国内仓
库完成灌装，最终包装成贴有美
国原装进口字样的“癌盾”系列产
品，分别以 9.8 万元至 39.8 万元人
民币的价格出售给客户，而成本
也就几百元。作案成功后，思兰
德、代理商和美容店按预设的比
例进行分成。
诈骗团伙公司化运作，涉案
金额近 10 亿元
根据浙江警方掌握的情况，
该诈骗团伙组织严密，分工明确，
犯罪嫌疑人人数众多，涉及 30 个
省区市，全国案件 2000 余起，涉
案金额近 10 亿元。
经循线追踪、细致排查，公安
机关掌握了该犯罪集团的大量犯
罪事实和证据，公安部组织指挥
全国多地公安机关统一开展集中
收网抓捕行动，先后共抓获犯罪
嫌疑人 132 名，扣押涉案电脑 156
台 、手 机 300 余 部 ，冻 结 银 行 卡
500 多张及资金 7000 余万元，查
封假药仓库 3 个，扣押假药 3000
余箱，
彻底摧毁了该犯罪集团。

一学生
“被办”
18 张信用卡
新华社长沙 12 月 6 日电（记
利信用卡、中银钛金女士卡、中银
者 陈梦婕 阳建）日前，网曝一学
携程信用卡金卡……开卡日期集
生在湖南读大学期间“被办”了
中在 2013 年 11 月到 12 月。
18 张中国银行信用卡，引发社会
如此频繁且密集地办理信用
关注。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 5 日
卡是如何操作的呢？赵先生称，
在
晚向记者回应称，目前，该行已就
与中国银行长沙金满地支行一位
此事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全力
王姓员工沟通过程中，
对方说这18
配合公安机关开展调查取证。
张卡里的第一张是 2011 年赵先生
此前有报道称，国内某高校
自己办的，后面 17 张是网申的。
在读博士赵先生在湖南读本科期
可是这个解释让赵先生无法接受，
间，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中国 “一个正常人，谁能够一个月之内
银行长沙市金满地支行为其办理
在一个银行申请17张信用卡？
”
了 25 个信用卡账户、
18 张信用卡。
至于当初是经谁之手办的
在赵先生提供的信用卡信息
卡，赵先生称王姓员工回复：
“他
列表中，记者看到，信用卡种类
已经离职了。
”
“丰富”，有中银温泉养生卡、海西
2017 年 2 月，赵先生得知自
文化卡、中银京东信用卡、长城安
己
“被办卡”
，
至今年 10 月份，
赵先

生要求销户并恢复征信记录的诉
求迟迟没有得到满足。今年 10 月
25 日，赵先生在网上发帖讲述事
情经过。第二天，经网友提醒，赵
先生打了一通电话提出诉求。
“这一系列电话打下来，确实
有效果。”根据赵先生提供的 10
月 19 日个人信用报告，他还有 7
个“发生过逾期的账户”，征信未
恢复。而赵先生在 10 月 27 日收
到的个人信用报告中看到，名下
逾期账户已变更为 0。
“ 他们给我
紧急恢复了征信，目前这些账户
和信用卡都销了户。
”赵先生说。
赵先生还提出了“提供网申
记录、消费记录、激活记录以及赔
偿”
等要求，
银行至今尚未回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