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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多一点
XIANDAIJINB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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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某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
许可证》擅自开展中医诊疗活动案
（宁海）

2019年4月7日至7月18日，王某
在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情
况下擅自开展中医诊疗活动。宁海县卫
生健康局在查明违法事实后，对其作出
罚款4000元、没收非法所得21000元、
没收银针1盒（价值 100 元）的行政处
罚。

2 江北某妇科诊所超范围开
展诊疗活动等案（江北）

2019年 4月18日，执法人员检查
发现江北某妇科诊所存在超出核准登
记的诊疗科目开展B超检查诊疗活动，
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医疗卫生技
术工作，非法为他人施行计划生育手
术，未按规定填写病历资料，允许未依
照规定办理执业地点变更手续的护士
在诊所从事护理活动等多个违法行为。
江北区卫生健康局依法对该诊所作出
警告、没收违法所得 6370 元、罚款
31500元的行政处罚。

3 张某第三次非医师行医移
送公安案（余姚）

2019年5月6日，执法人员检查余
姚某口腔诊所时发现，该口腔诊所聘用
非卫生技术人员张某从事口腔诊疗活
动。余姚市卫生健康局对该口腔诊所进
行行政处罚的同时，还发现非法行医者
曾因违法开展诊疗活动，此前已被卫生
行政部门处罚过两次。张某的行为已经
涉嫌构成非法行医罪。目前，余姚市卫
生健康局已将该案移交公安机关追究
其刑事责任。

4 上海某医疗美容门诊部未
经批准在登记的执业地点以外开
展诊疗活动案（鄞州）

2019年 5月 25日，上海某美容门
诊部（执业地点登记为上海）在未获得
卫生行政部门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在宁
波开展医疗美容活动。鄞州区卫生健康
局对其依法作出没收药品、器械（价值
20 万元）、没收非法所得190182元、罚
款3000元的行政处罚。

5 任某非医师行医案（北仑）
2018年5月至2019年4月期间，任

某在无医师资格证书的情况下，在白
峰、霞浦、邬隘等地以摆摊方式流动开
展口腔诊疗活动。北仑区卫生健康局依
法查处并作出没收违法所得54余万元、
罚款85000元的行政处罚决定。

6 李某未取得处方权开具药
品电子处方案（鄞州）

2018 年 8 月 15 日至 2019 年 8 月
19日期间，执业医师李某利用外地某
未经许可药店网络平台开具药品网络
处方笺。鄞州区卫健局依规定对其作出
警告的行政处罚，并将网络平台开展互
联网诊疗的相关情况抄告网络平台所
在地处理，并同步报送浙江省卫生健康
委。

7 鄞州某专科门诊部未按规
定告知患者医疗措施、医疗风险、
替代医疗方案等案（鄞州）

2019年9月，有患者投诉，鄞州某
专科门诊部在给患者进行无痛胃肠镜
检查时，发现息肉后直接让患者在内镜
室签署手术知情同意书并现场扫码付
费。

2019年 9月 23日，执法人员在检
查该门诊部时发现，其存在未按规定告
知患者医疗措施、医疗风险、替代医疗
方案，术中扫码缴费，开展不合理诊间
支付等违法违规行为。鄞州区卫生健康
局依法作出警告、罚款10000元的行政
处罚。

8 慈溪某医院未经批准擅自
扩大计划生育技术服务项目案（慈
溪）

2019年6月5日至9日，慈溪某医
院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擅自扩大计划
生育技术服务。慈溪市卫生健康局作出
警告、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9318.8元、
罚款46594元的行政处罚。

9 象山某医疗美容诊所使用
不具备主诊医师条件的人员独立
开展美容外科相关业务和未按规
定书写病历案（象山）

2019年 7月 31日，象山某医疗美
容诊所使用不具备主诊医师条件的人
员，独立开展美容外科相关业务和未按
规定书写病历。对此，象山县卫生健康
局依法作出警告、罚款50000元的行政
处罚。

10 助理医师夏某单独执业造
成严重后果案（象山）

2019年4月25日至6月3日，象山
某诊所助理医师夏某未在执业医师指
导下，单独开展医师执业活动，并导致
一名患者气胸并继发肺部感染入院治
疗14天。象山县卫生健康局对其做出
暂停6个月执业活动的行政处罚。

肝功能异常 按脂肪肝治疗未奏效
4年前，邵先生在一次体检中被查出肝功能异常。多家医院消化内

科的医生给出了相同的诊断：脂肪肝。“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啊，这不是
只有偏胖的人才会得吗？”

这话不假。今年51岁的邵先生饮食习惯非常健康，不吸烟不饮
酒，身体一直很不错。身高170厘米的他，体重65公斤，体型也算标
准。为了让脂肪肝好转，他遵医嘱开始锻炼身体，同时调整饮食。然而，
种种方法都没奏效。

前阵子，通过朋友介绍，他来到浙江大学明州医院肝病科就诊。科
室主任徐长风医生仔细询问病史，并结合验血报告，发现邵先生的血
清铁蛋白大于2000ng/ML，而正常人大约在200ng/ML左右。徐长风
医生认为，邵先生可能患有某种少见的疾病。

为此，徐长风医生安排邵先生住院检查，进行了肝穿刺活检。病理报
告出来后，徐长风高度怀疑，邵先生患上了罕见的血色病。他立即安排北
京佑安肝病专科联盟会诊，并进行了基因检测，最终确诊是血色病。

确诊为血色病 为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疾病
和大部分人一样，邵先生也是头一次听说这个病。“血色病又叫遗

传性血色病，属于常见的慢性铁负荷过多疾病。通俗一点讲，就是体内
的铁代谢发生了障碍，导致铁堆积过多，从而引发了身体的其他问
题。”肝病科副主任陈仕祥医生解释。

据了解，血色病属于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疾病，过多的铁储存于肝
脏、心脏和胰腺等实质性细胞中，导致组织器官退行性变、弥漫性纤维
化、代谢和功能失常。主要临床特点为皮肤色素沉着、肝硬化、继发性
糖尿病、关节炎等。

邵先生的病情发现得早，马上进行去铁剂和放血等治疗。一个月
后，他好转出院。

陈仕祥医生介绍，邵先生的病如果继续拖下去，会导致肝硬化，更
严重就是肝癌。此前，陈仕祥医生就接诊过这样的患者，因未及时就医
而诱发了一连串的并发症，拖了很久才找到病因，后续治疗相当复杂，
效果也大打折扣。

“最重要的是，当患者的肝功能出现异常且治疗效果不佳时，应该
及时转诊到肝病专科进行诊治，才能对症下药。”陈仕祥医生提醒，在
无继发感染和并发肝癌的病例中，最简单和实用的筛选实验就是血清
铁蛋白、总铁结合力和转铁蛋白饱和度测定，血清铁蛋白筛选试验也
同样有效。

尚无根治办法 患者不宜用铁制或不锈钢炊具
徐长风医生表示，目前尚无有效的血色病根治疗法，比较常见的

治疗措施是去除体内多余铁。
饮食方面，血色病患者应该平衡膳食，多进食各种蔬菜水果、豆

类、谷物、低脂奶制品；减少高铁食品摄入量，鱼类和家禽的含铁量低
于肉类和海产品；饮用茶和咖啡可以减少铁摄入量；尽量不饮酒或者
少饮酒；避免补充铁离子、含铁复合维生素，不要补充锌，不能服止咳
糖浆；避免进餐时补充维生素C，可以在餐间饮用橙汁等维生素丰富
果汁。

另外，海产品含有细菌，对血色病可能造成致命的感染，应该仔细
清洗炊具和海产品，对海产品充分加工，同时要注意用玻璃或者陶瓷，
而不是铁制或不锈钢炊具。

此外，也可到医院，结合静脉放血、铁螯合剂等手段进行治疗。

饮食健康、体型标准，却疑似“脂肪肝”？
原来是体内过多的铁在“捣乱”

/广告

无证行医、无许可证开诊所
手术台上“持刀加价”……
宁波公布2019年医疗乱象专项整治行动十大典型案例

没有执业医师资格证，却在街头摆摊给人看病；没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
证》，就擅自开展诊疗活动；做无痛肠镜发现息肉后，在操作室里就让患者手机扫
码付钱摘除息肉……近年来，医疗行业中一些违法违规行为，严重危害了人民群
众健康权益，扰乱了正常的医疗秩序。

今年，我市卫生监督部门严打无证行医违法行为，据统计，截至 11 月底，全
市各级卫生健康部门累计监督检查医疗机构4442家，查处无证行医案件453起，
行政处罚医疗机构530家，吊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3家，暂停医师执业3人，罚
款 390 余万元，没收违法所得 150 余万元，没收药品、医疗器械货值 170 余万元，
司法移送20件。

近日，宁波市卫生监督所公布了2019年全市医疗乱象专项整治行动十大典
型案例。 □记者 孙美星 通讯员 蔡潇

市民邵先生在一次体检中被查出肝功能异常，医生诊断为脂肪
肝。面对这个结果，他有些想不明白。一般来讲，体型偏胖的人才会得
这个病，脂肪肝怎么会找上标准体型的他呢？

4年来，邵先生多方求医，可治疗效果并不明显。直到他找到了浙
江大学明州医院肝病科主任徐长风，才发现导致肝功能异常的元凶
——竟是因为血液中的铁太多了。 □记者 陆麒雯 通讯员 姚璐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