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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全媒体“净化海南医疗环境”系列报道引高度重视

省卫健委高压查纠
发现一起处理一起

调查分析：医疗乱象有四方面原因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
者 吴英艳冤 自 2018
年 12 月 24 日起袁 国
际旅游岛商报陆续重
磅推出 野净化海南医
疗环境冶系列报道袁商
报记者针对市民投诉
的海南部分医院存在
野乱收费用尧 过度检
查尧小病大治尧医疗服
务不规范冶 等医疗服
务问题进行了实地走
访调查袁 并把相关情
况反映给了海南省卫
生健康委员会遥近日袁
省卫健委对此作出回
应院 面对市民在就医
过程中产生的医疗服
务问题袁 始终保持高
压查纠态势袁发现一
起尧查纠一起尧处理一
起曰 市民在就医过程
中袁如遇到自身利益
受损情况袁 可拨
野12345冶 政府服务热
线 和 野12320冶 卫 生 热
线进行投诉和处理遥

商报推出“净化海南
医疗环境”系列报道：
荫 2018 年 12 月 24
日袁国际旅游岛商报发
布叶冤袁800 元能治好的
病 却 花 了 8000 多 元 浴
男子质疑海南一医院
乱 收 费 曳报 道 袁 指出 海
南男科妇科疾病治疗
中心存在夸大病情尧涉
嫌乱收费等问题遥
荫 2018 年 12 月
26 日袁国际旅游岛商报
发布叶商报调查 2|患者
称感觉上了野贼船冶袁海
口这家医院收费有野猫
腻冶钥 曳报道袁指出海南
福兴医院存在医疗收
费明细不明了的问题遥
荫 2018 年 12 月 26
日袁 国际旅游岛商报发
布叶合法吗钥 海口一整形
医院野销售人员冶直接与
求美者野签冶协议惹纠纷曳
报道袁指出叶子妃医疗整
形美容医院存在医疗服
务过程中人员使用不规
范的问题遥

近年来袁 我省医疗机构步入发
展的快车道袁 较好解决群众看病难
看病贵的问题袁但是仍然存在野小病
大治冶野过度医疗冶野医疗服务不规
范冶等问题袁主要体现在部分医疗机
构存在不必要的检查和治疗袁 还有
发布非法虚假医疗广告袁 夸大医疗

三则是医疗技术专业性强袁 患者无
法甄别医疗广告的真假曰 四是在疾
病的不确定性尧 治疗方法的多元性
等原因袁 适度医疗和过度医疗并没
有一个明确的界限袁 因此对其认定
是十分困难的袁 需要有专业的医疗
鉴定机构予以鉴定确认遥

省卫健委：始终保持高压查纠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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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遇到 权 益受 侵 情 况可 拨
野12345冶政府热线和野12320冶卫生热
线举报
针对出现的医疗服务问题袁卫
健委部门回应称袁 始终保持高压查
纠态势袁 持续开展加强卫生医疗行
风建设野九不准冶尧规范医疗服务行
为野三合理冶尧规范医药购销行为专
项整治等活动袁 发现一起尧 查纠一
起尧处理一起袁为市民营造良好的就
医环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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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获悉袁 按照国家卫健委的
统一部署袁从 2018 年 11 月份起袁海
南省全省正在统一开展为期 3 个月
的纠治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
不正之风专项整治活动袁从野严格规
范医药购销领域秩序尧 严厉打击欺
诈骗取医保基金行为尧严肃查处野术
中加价冶违法违规行为尧严格执行医
疗机构内部管理制度尧 严明行业作
风建设要求尧 严实医疗机构行风制
度和组织建设冶 等 6 个方面进行专

项整治袁净化海南医疗环境遥
此外袁 针对被投诉的医疗机构
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开展调查和处
理袁按照叶海南省医疗机构不良执业
行为积分管理暂行办法曳 进行不良
记分袁 对于多次被投诉的医疗机构
列入重点监管对象遥 同时加强事中
事后监管袁从依法执业尧虚假广告尧
医托尧过度医疗尧医疗质量安全等处
入手袁 加强对医疗机构的监管采取
严厉的措施袁提高其违法成本遥

市民权益受侵可向有关部门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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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卫健委部门提醒袁 市民在就
医过程中袁 如遇到自身利益受损情
况袁 可向有关部门和机构进行投诉
和处理遥 主要有 4 种途径院一是医疗
机构均设有投诉热线和投诉意见
箱袁 有部分医疗机构还设立了客户
服务中心袁都可以接受信访投诉曰二
是全省各级信访部门尧野12345冶政府
热线和野12320冶卫生热线均可接受
信访投诉曰 三是海南省设立了医疗
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袁目前已覆盖全
省各市县遥 患者若有医疗纠纷袁可向

找 110？不对
有困难，
找 110！正确
有危难，
海口警方组织开展 野110 宣传日冶活动
这些属野非警务警情冶 别再打 110 了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柯育超冤 1 月 10
日上午袁海口警方组织各分局及交警尧出入境尧法制尧城警尧
刑警尧治安尧禁毒尧经侦尧户政等相关业务支队在明珠广场尧
南沙路通信广场尧府城三角池公园尧汽车西站尧金星路与金
盘路交叉口尧机场候机楼等地开展野110 宣传日冶活动遥 活动
当天袁共出动警力 200 余人次袁发放各类宣传资料 6000 份袁
接待群众咨询 6000 多人次袁活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遥
有困难袁找 110钥 不对浴 正确的说法是院有危难袁找 110曰
一般性求助尧咨询尧投诉等服务需求可拨打电话 12345遥 据
了解袁 2018 年袁全局共接报非警务类警情 8 万余起袁占接
警总数 20%袁非警务类警情主要包括非警务类纠纷和非警
务类噪音扰民警情袁 非警务类纠纷主要包括劳资纠纷尧医
疗纠纷尧经济纠纷尧服务纠纷尧土地纠纷等纠纷曰非警务类
噪音扰民警情噪音源主要包括来自街面商铺经营尧烧烤园
营业尧物流卸货尧电动车报警器鸣叫尧工地施工尧狗叫等遥 警
方在处置此类非警务警情中消耗了大量警力遥
2018 年袁海口市公安局 110 指挥中心共接到骚扰电话
40 万余次袁占全部电话量的 40%遥 超过 70%的骚扰电话是
未成年人拨打的遥 大量的骚扰电话挤占报警线路袁造成需
要公安机关施以援手的群众难以拨入 110袁 同时对 110 接
警员形成极大地精神伤害遥 野110冶是公共资源袁是公安机关
服务群众的野窗口冶袁是打击违法犯罪的野前线冶遥 公安机关
严正告知院骚扰 110 是违反法律的行为遥

技术水平和功能疗效遥
据海南省卫健委部门的调查和
分析袁 产生这些问题主要原因有四
个方面院一是患者方面袁患者支付了
数额较大的医疗费袁 但是没有达到
预期治疗效果曰 二是医患关系沟通
欠佳袁医疗机构未履行告知义务等曰

省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
解曰四是对以上途径不满意的袁可直
接向医疗机构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
民事诉讼遥 患者须保留好就医时的
各种单据袁以作为诉讼的重要依据遥
据海南省 卫 健委 部 门 数据 分
析袁在 2018 年袁全省二级以上医院
门诊患者满意度和住院患者满意度
分别达到 93.66%和 92.69%遥2018 年
全省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尧 各级
医疗单位共收到信访投诉 1068 件
数袁其中反映医疗腐败问题 3 件数袁

药品和医疗器械流通领域问题 25
件数袁医疗机构医疗水平问题 79 件
数袁 医疗机构收费不合理问题 122
件数袁 医护人员服务态度问题 462
件数袁其它咨询问题 377 件数遥 占信
访投诉 43%的医护人员服务态度问
题中袁78%为医患沟通不畅所致遥
记者了解到袁目前袁海口市美兰
区成立了医疗纠纷专业法庭袁 负责
全海口市医疗纠纷的审理遥 在海口
就医的患者袁 可直接向该法庭提起
诉讼来维护自身权益遥

持钢管随意打砸蛋糕店
7 名恶势力团伙成员获刑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魏铭纬冤 日前袁海口市
琼山区人民法院尧 秀英区人民法院少年庭对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检
察院提起公诉的林某财等 7 名恶势力团伙寻衅滋事尧 抢夺案作出
一审判决袁7 名被告人被判处一年至六年三个月有期徒刑不等刑
期袁其中首要分子林某财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三个月袁并处罚金人
民币 10000 元遥
据了解袁以林某财为首的 7 名恶势力团伙寻衅滋事尧抢夺案由
海口市公安局琼山分局侦查终结袁以被告人林某财尧吴某旺尧吴某
云等人涉嫌寻衅滋事罪袁吴某旺尧吴某民等人涉嫌寻衅滋事罪尧抢
夺罪为由移送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袁 琼山区人民检
察院于 2018 年 8 月 9 日提起公诉遥
经法院审理查明袁2017 年 12 月期间袁 林某财多次在夜间纠集
侯某某尧周某某等 11 人袁在海口市琼山区府城地区持钢管尧木棍随
意打砸他人经营的蛋糕店尧水吧店袁其行为给当地经营者造成严重
损失袁社会影响极其恶劣遥 遂作出上述判决遥
广告

案
例

渊噪音类冤 2018 年某日深夜袁群众拨打 110 称
在永万路与海秀路路口海秀快速路干道工地施工
扰民袁海秀西路派出所接到指令后袁派 2 名民警立
即到场袁到场后因民警无法处置此类警情袁只能再
回报110袁并和耐心和报警人解释袁告知其此类警情
需向 12345 反应遥 此警情用时 1 个小时才处置完毕遥
渊纠纷类冤 2018 年某日上午袁在滨江路口残联
服务中心工地袁群众拨打 110 称有纠纷袁滨江派出
所接到指令后袁派 2 名民警立即到场袁到场后民警
了解到是工人因劳资问题引起的纠纷袁民警只能与
劳动部门联系袁请求尽快到场处理袁待劳动部门到
场后调解完毕后袁我局民警才离开现场遥 此警情用
时 3 个小时才处置完毕遥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190111 期）
受委托袁 定于 2019 年 1 月 22 日 15:00 在我公司拍卖厅
以现状公开拍卖院办公家具一批渊拍卖清单详见我司网站冤遥
参考价院6600 元袁竞买保证金院1500 元遥
展示地点院 三亚市吉阳区红沙榆亚路 667 号城郊人民检
察院曰
展示时间院 2019 年 1 月 17 日原18 日曰
有意竞买者请于 2019 年 1 月 21 日 17:00 前到我司了解
详情及办理竞买手续遥
网址院 www.hntianyue.com曰
电话院 68515206 15607579889曰
地址院 海口市国兴大道 5 号海南大厦 41 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