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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辄数千元甚至上万元

“看起来很美”的体检套餐靠谱吗？
曹一作

动辄数千元甚至上万元，
漏检误检时有发生

体验套餐

“一年一次体检”已成为不少人的健
康保障“标配”。目前，市场上的体检项
目越来越多，有的价格动辄数千元，但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一些体检有
过度检查之嫌，有的体检花了钱却连已
有问题都没查出，还有一些体检机构的
医护人员资质存疑，甚至有护士代替医
生上岗的现象。
6 个月后在医院确诊为肺癌中晚
期。确诊后吴先生发现，当时体检
的ＣＴ片子就已经有肿瘤，但是体
检中心的报告上没有显示，也未及
时告知。
广东东莞陈女士体检时，两名
医生按压其腹部后有明显的腹痛，
被认为是阑尾炎并需要立即做手
术。但陈女士到其他医院检查后
发现，并非阑尾炎，只是普通的肠
胃炎。

中商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18
年中国健康体检行业市场前景研究
报告》显示，预计 2018 年我国健康
体检人次将达 5.75 亿。据统计，目
前公立医院的体检机构约占 70％的
市场份额，
民营体检机构快速发展。
记者浏览多个体检机构官网发
现，各种体检套餐名目繁多，女性体
检、父母体检、中老年体检、商务体
体检医师资质存疑，有的
检……每种套餐下又包括十几种不
甚至让护士代替上岗
同的套餐，价格普遍在一两千元到
三四千元。有些体检机构还有专门
据原卫生部 2009 年颁发的《健
的基因检测套餐、高端核磁套餐等，
康体检管理暂行规定》，体检机构中
价格达 2 万多元。
负责签署健康体检报告的医师，应
记者调查发现，体检收费不菲
当具有内科或外科副主任医师以上
且标准混乱，有的暗藏重复收费现
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各健康体
象。在某民营体检机构的项目价格
检项目结果应当由负责检查的相应
表上记者看到，腹部彩超 120 元，膀
专业执业医师记录并签名。
胱彩超和前列腺彩超分别 80 元。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民营体检
南昌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体检科主任
机构从事体检的人员，经过短期培
黄红卫介绍，腹部彩超其实已经包
训就上岗，
并不具备相关资质。
括膀胱彩超和前列腺彩超，这其实
“民营体检机构扩张很快，
有的
是 一 项 检 查 ，在 三 甲 医 院 做 只 需
根本来不及招收足够有资质的医
140 多元。
生，有的甚至让护士代替上岗。”黄
有些体检有过度之嫌。不少体
红卫说，有的民营体检机构凭借各
检项目都包含肿瘤筛查，有些需要
种关系建立本地医生联络库，在业
采用 CT、核磁共振等手段，但这样
务高峰期进行临时性招募。
频繁的检查对身体健康不利。
广州市天河区卫计局在检查美
另一方面，体检中漏检、误检情
年大健康旗下的广州美年富海门诊
况时有发生。江苏吴先生于 2017
部时发现，该体检机构部分Ｂ超检
年 4 月 28 号在苏州一家体检中心
查报告未经医生审核，由其他医生
体检，体检结果显示一切正常，然而 “冒名”发出。此外，还存在检查报

体彩情报站

南通体彩监督电话：
83512260

告无医师手写签名等问题。
记者走访广东、成都等地多家
民营体检机构发现，尽管资本跑马
圈地、重金聘请医生，但不少民营体
检机构上岗医生数量明显跟不上门
店扩张速度。

不能让体检变成单纯的生
意，
体检行业亟须“体检”
一些业内人士认为，目前体检
机构普遍存在重设备轻人才、重化
验轻诊断等问题，医护人员质量得
不到保证，过度营销越演越烈。体
检事关公众健康，具有很强的专业
性，
不能变成单纯的生意。
记者了解到，各地卫生主管部
门目前对体检机构的监管，主要是
每年核查基本资质，对日常业务缺
乏有效规范和约束。
为了促进行业健康发展，体检
行业亟须“体检”。目前，国家卫生
主管部门发布的体检目录仅为参
考，对体检机构并无刚性约束力。
专家建议，首先要明确政策规范，提
高体检行业准入门槛，建立统一的
服务规范，明确体检项目的设置，取
消一些不适用于健康检查的项目。
规范医生诊疗行为，
防止过度检查。
此外，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博士王昱表示，单位和个人应摒弃
“套餐越豪华、价格越贵越好”的观
念，根据个人年龄、性别、家族因素
等综合考量选择合适的体检项目，
才能真正做到有效体检。
新华视点记者胡林果 董小红

福彩直通车

曾
“失联”
3 个多月

“机遇”
号火星车找到了
据新华社洛杉矶电 美国航
天局 25 日在其官网发布消息称，
因火星尘暴与地球“失联”3 个多
月的“机遇”号火星车终于被找
到。在一张由绕火星探测器拍摄
的最新照片中，地面专家确认了
“机遇”
号的位置。
这张照片是上周由美国火星勘
测轨道飞行器从距火星表面约267
公里的高空拍摄并传回的。地面专
家分析后确认，
照片上一个明显的
小白点就是
“机遇”
号火星车。
不过，尽管重新定位了“机

中国男篮红蓝队合并
篮协拟聘李楠任主教练
据新华社北京电 9 月 26 日
下午，中国篮协对外宣布，
经过述
职、答辩、评估等一系列程序，并
经主席办公会审议，中国篮协拟
聘任李楠担任新一届中国男篮主
教练。这也意味着，中国男篮集
训红蓝队模式告一段落。
为做好本次中国男篮主教练
选拔工作，确保公平、公正，中国
篮协成立了国家男篮主教练评估
选拔领导小组，由国家男女篮调
研督导组组长胡加时、中国篮协
教练员委员会主任宫鲁鸣、副主
任阿的江、中国男篮总领队匡鲁
彬、中国篮球协会主席姚明、副主
席兼秘书长白喜林、国家队管理
与外事部部长徐岚共 7 人组成。
领导小组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
国家男篮主教练评估选拔办法。
另外还设置了监督组，由国家体

南通福彩网 http://ntfcw.tt17.com/

“锦绣”中秋节前送大礼 首个100万大奖花落苏州吴江 通城彩民喜提双色球 1251 万
9 月 21 日下午 5 点，临近中秋小长假的苏州吴江体彩兑奖大厅响
起了一阵匆忙的脚步声，在 55669 体彩网点销售员的带领下，两位满脸
洋溢着喜悦的购彩者，来到兑奖窗口。原来这两位幸运儿刚刚刮出了
顶呱刮新票“锦绣”100 万元大奖。
据两位购彩者透露，他们是来吴江从事装修工程的工人师傅，业余
时间会去吴江万宝广场采购一些生活用品，也时常会结伴到附近的
55669 体彩网点，用口袋里的零钱购买一些即开彩票丰富业余生活。
当天，就像往常一样，忙完了手头的各项工作后，他们照旧去了体彩网
点。他们一眼相中了销售柜台里展示的新票“锦绣”，抱着尝尝鲜的心
态，随意买了一些后，便掏出硬币低头刮了起来。刚刚刮开第一排第
二个号码时，就看到有个兑奖区的“04”号码对上了中奖号码的“04”，
刮开下方的中奖金额后，映入眼帘的 100 万奖金字样让他们感到内心
一阵激动，在和网点销售员反复核对了好几遍之后，才渐渐平复下激
动的心情。办理完兑奖手续，两位幸运儿坦言，这笔意外的奖金，非常
的惊喜，也很可观，坚定了他们对体彩品牌的认可和信任。
申请体彩站点详见南通体彩网（www.nttc.net.cn）
“建站信息公开”
专栏

牵
爱

南通电视台《我想有个家》 局机关事编、公务员、医生、
连续三期优秀嘉宾推荐单位 教师、私企老板、蓝领等众多
13 个 白领、
成功人士可供您挑选
特 牵爱是由南通地区
社区的热心大妈、大伯、
阿姨联合组成的婚姻介 ★南通人在上海等外地工作的
点 绍 专 业 红 娘 服 务 团 队 大型特色婚恋机构，欢迎咨询
地址：人民中路95号纺织大厦623室 红娘团队官方热线：18151332168

鸿运婚介

诚实守信
无婚托婚介

用婚托缺德，骗钱财害己

创办十多年，数千对成功配婚，良好的社会口碑。

不满意，
不付婚介费

小石桥红绿灯东100米马路北四路车站楼上

征婚85292569
QQ:1252832854
热线13962983156 15851252008

近来，通城彩民喜事不断，热闹非凡，继上周 32060212 站点一彩民喜
夺全国首个“壕 7”头奖 40 万后，9 月 10 日一早，位于通州区通灵桥村家乐
福超市的 32060682 站点人声鼎沸，原来，一位幸运彩民中得了双色球
2018105 期一等奖 2 注，奖金高达 1251 万多元！
市福彩中心得知喜讯后，第一时间将锦旗和站点奖励金送到 682 站
点，工作人员一行赶到的时候，机主谭先生正在悬挂横幅，庆祝这一盛大喜
事。据谭先生回忆，中奖彩民是位 40 岁左右的中年男子，是福彩双色球的
忠实粉丝，每期都打，风雨无阻，且乐于随机投注，经常喜欢打打复式票。9
日 18 点 48 分，这位彩民照例来到 682 站点，花费 20 元打了 5 注单式票，并
进行了 2 倍投注，没想到就是这 20 元零钱命中了当期双色球一等奖两注！
实乃天大的好运！
机主谭先生难掩激动之情，早已备好喜糖与前来的彩民一起分享这份
喜悦，他告诉工作人员，自己原本在外地工作，由于爱人身体原因，刚回南
通一年，没想到就出了个千万大奖！这也是今年我市福彩中得的第 2 个千
万大奖了！本次计奖后，双色球奖池金额为 11.02 亿多元，彩民朋友仍有机
会 2 元中得 1000 万。

福彩双色球

一生缘征婚交友

热线：85585683 15996627788 微信号：15996627788

男 45 岁 1.73 离独 私营公司 别墅 宝马 随和
男 58 岁 1.72 离独 开厂 有车房 实在
女 38 岁 1.65 未婚 公司白 有车房 漂亮
女 53 岁 1.61 短婚 独居 有房 实在
地址：人民路王府井红绿灯东北口浦发银行楼上 404 室

情缘婚介

花好月圆婚介

85100503 15358777393

短信微信报名：18934533636

男
男
女
女

29 岁
31 岁
24 岁
33 岁

1.78 米
1.80 米
1.64 米
1.61 米

本科
本科
硕士
硕士

银行高管 家境好
银行 沉稳 房车齐
留学回国 家境好
公司高管 家境好

地址：
人民中路端平桥综合楼304室

2 元可中 1000 万

更俗剧院
最新演出信息

10 月 4 日 19:30
10 月 7 日 15:00
10 月 8 日 19:30
10 月 11 日 19:30
10 月 20 日 15:30
12 月 31 日 19:30

育总局篮管中心综合处和中国篮协
纪委负责人组成，主要职责是对评
估选拔工作进行全程监督。
26 日上午，中国男篮集训红蓝
队主教练李楠和杜锋分别述职。述
职的主要内容分两部分，一是对所
带队伍一年多来的训练、比赛、教育
管理等工作进行总结，二是对备战
2019 年男篮世界杯和 2020 年东京
奥运会的工作设想，并就评估组成
员提出的相关问题进行答辩。之
后，评估组对两位主教练的业务能
力、管理能力、职业素养、思维理念、
带队风格等进行了全面充分、细致
审慎的评估，最终提出拟聘任相对
更适合岗位需求的李楠担任合并之
后的中国男篮主教练。在经中国篮
协主席办公会审议后，上报国家体
育总局。
林德韧 李博闻

体彩开奖
9 月 26 日 21：38

大乐透第 18113 期
8、12、27、31、33+4、8
排列 5 第 18262 期
3、6、7、0、4

福彩开奖
9 月 26 日 21：48

15 选 5 第 2018262
3、6、8、11、15
七乐彩第 2018113 期
9、10、19、21、24、28、29+14
6+1 第 2018113 期
0、7、0、0、8、3+猴
3D 第 2018262 期
5、3、2

郑伊健,陈小春主演动作片 《黄金兄弟》
赵英博,任敏主演
《悲伤逆流成河》
赵涛,廖凡主演
《江湖儿女》
布鲁斯·威利斯主演动作片 《虎胆追凶》
古天乐,张智霖主演动作片 《反贪风暴3》
汤姆·克鲁斯动作片《碟中谍6：
全面瓦解》

芭蕾舞剧《天鹅湖》
越剧《贞娘传》
扫二维码关注更俗剧院微信公众平
越剧《仁医寸心》
台，获取更多电影演出信息。
豫剧《七品芝麻官》
更俗剧院新官方网站 http://www.ntgsjy.cn/
19:30 爆笑打击秀《疯狂的恐龙人》
话剧《风华绝代》
售票热线：85512832 服务监督：
85528668

江海晚报》
》分类广告
成功满意价值服务 《江海晚报

地址：
工农路135号三喜大厦401

遇”号的位置，地面人员仍无法与其
恢复联系并接收到它的数据。火星
车项目控制人员正在努力联系“机
遇”号。但他们也承认，这次尘暴可
能对“机遇”号打击过重，即使能重
新建立联系，也无法保证这辆“年
迈”
的火星车还能继续工作。
“机遇”号于 2004 年 1 月登陆
火星，设计工作寿命仅 3 个月，但实
际工作时间已接近 15 年。它在这
颗红色星球上的总行驶里程已超过
40 公里，创造了人类探测器在外星
的最长行驶距离纪录。

——花钱少，效果好，为您带来无限商机

广告投放热线：851188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