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05

要闻·民生

2018.6.13 星期三 编辑 黄海文 图编 杨诚 美编 叶海琳 校对 汤吉

卫计部门介入美年大健康调查
初步确定体检中心存在违规：部分人员未佩戴胸牌，无执业资格人员单独上岗
近日，媒体披露：全国知
名的“美年大健康体检中心”
因在湖南业务扩张过快，工作
人员需求量激增，招收大量不
具备从医资质的人员，从事体
检诊断等工作。
针对报道中反映的情况，
卫计部门高度重视。6月12日
上午，长沙市芙蓉区卫生计生
综合监督执法局联合三湘都
市报、都市一时间前往美年大
健康体检中心定王台分院展
开调查。

暗访：雇无证人员看诊
据都市一时间报道称，近
年来美年大健康体检中心在
湖南市场上快速崛起。因工作
人员需求量激增，这家正规的
“上市” 体检机构被曝出雇佣
无证医护人员给人看诊。
美年大健康体检中心 在
长沙共开设有5家分院， 其中
雨花分院暂未对外营业。据报
道，该机构的业务员一般在报
价时会报出虚高的价格，提前
流出杀价空间，然后再给客户
打出一个大幅度的折扣，以此
方式来维系相关的体检业务。
报道称，从卫计委的信息
库里查询后发现，美年大健康
体检中心芙蓉区分院的医生
刘某、吕某均没有取得执业资
格证，而护士王某、邝某也没
有取得护士执业证。而在美年
大健康最新开设的定王台分
院，做核磁共振的科室当中，7
名工作人员中有5人无执业资
质。该体检机构的业务销售群
里，几乎每天都有市民因体检
结果出错、 或明显违反常理，

而前来讨要说法。

12日上午，芙蓉区卫生计
生综合监督执法局联合三湘
都市报、都市一时间前往美年
大健康体检中心定王台分院
展开调查。
上午10时许，执法人员进
入该体检中心五楼的CT检查
室， 一名学生模样的女员工正
在CT室后台单独操作。执法人
员调查确认， 该女员工没有相
关执业资格证。 而根据相关规
定， 没有执业资格证的医护人
员， 上岗时必须要有执业医师
在场。
“她只是守在电脑面前看
一下而已。” 一名王姓负责人
不停辩解称，女员工并没有下
诊断结果，也没有对诊断报告
进行签字。“严格意义上讲，她
不属于单独上岗。”
执法人员从电脑记录 上
发现，该诊室12日上午已经完
成的拍片达到了95个部位，且
每一张检查单上都出具了诊
断说明。电脑里的证据，让该
负责人的谎言不攻自破。
“一是部分人员不按规定
佩戴胸牌，二是存在无执业资
格的人员单独上岗操作。”芙
蓉区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
局副局长张鋆表示，从初步的
调查情况来看，体检中心的确
存在着违规的地方。 目前，执
法部门仍在对体检中心其他
问题进行深入调查，并将于近
期对其违规行为作出相应的
处罚。本报将继续关注。
■记者 张浩

长沙河西将添一处
近4万平方米人工湿地公园
本报 6 月 12 日 讯 今 天 ，
记者从湖南湘江新区住建环
保局公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表》获悉，梅溪湖国际
新城雷锋水质净化厂将配套建
一处人工湿地， 功能定位为集
景观与净水功能于一体的湿地
公园。 这标志着长沙河西将添
一处人工湿地公园， 该湿地公
园面积近4万平方米。
该湿地公园项目位于 黄
桥大道与梅溪湖路西延线交
叉口东北侧，雷锋水质净化厂
南侧，谢家桥河（龙王港流域
上游段）两侧地块内。湿地建
设用地面积共约3.88公顷，即
38800平方米。 据长沙市环境
保护局的相关批复，雷锋水质
净化厂尾水不得直排龙王港，
人工湿地建成之前，雷锋水质
净化厂不得投入运行。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表》明确，湿地公园拟禁止机
动车通行，交通方式以自行车
和步行为主，道路主车道为自
行车道，是整个湿地公园的联

200多名联络员
将助力法院执行

部门：体检确实存在违规

系纽带；采用线性布局，局部
环绕曲折， 贯穿公园主要区
域； 亲水木栈道蜿蜒曲折，跨
入湖面，带给人与水亲密接触
的感官体验。
该湿地公园建 设 ， 拟以
“鱼米之乡·湖楚之情”为设计
理念，通过自然生态湿地的表
现形式，围绕主题发散衍生各
种景观节点，野趣而生态的湿
地形式与原始农耕文化、地域
文化的结合，诠释湖楚文化抱
朴含真的风雅之情，传承并发
扬楚文化的精神内涵。湿地园
区互融最终形成“一脉、二园、
六区、 十景” 的总体结构。一
脉， 即延续楚文化精神之脉；
二园，包括古屿湿地园、渔岛
人家园；六区，即芙蓉荡、珑翠
汀、蒹葭映、拥翠湾、杨柳岸、
烟渚濛；十景，即乐活秋颂、雷
锋花田、旧里新辉、苇舟渔笛、
秀虹飞、拥翠湖、白鹭汀、依水
间、高塔揽胜、沙洲清韵。
■记者 陈月红 董可可
实习生 李红

系列报道

6月12日上午， 执法部门来到美年大健康体检中心定王台
分院开展调查。
记者 张浩 摄

高考理综单选题第8题
选A选B都给6分
本报6月12日讯 近日，
不少考生通过微博反映：2018
年全国高考卷Ⅰ理综单选题的
第8题出题不严谨。因为就“绝
大多数的酶是蛋白质” 这一知
识点来看，参考答案A及选项B
均正确。 而根据官方提供的参
考答案，第8题的答案是A。
记者今日从湖南省教 育

考试院获悉，经学科专家组评
议认为，我省使用的2018年高
考理科综合试卷第8题试题本
身没有问题，但不同群体从不
同角度对试题的B选项有不同
理解，综合各方面意见，同时
考虑到高中教学实际，经研究
决定， 对该题单选A或单选B
的均给6分。
■记者 黄京

全国22所院校在湘招收
定向培养士官2000余人
本报6月12日讯 记者今天
获悉， 今年全国有22所院校在
湖南省招收定向培养士官，共
计招收2000余人（含女士官35
名）。其中省内五所院校长沙航
空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国防工
业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体育职
业学院、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
院、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面向湖南共招收千余人。
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注意，定
向培养士官报名是通过高考填
报志愿进行， 不需要缴纳任何
费用。中共党员、优秀学生干部、
军人子女、烈士子女优先录取。
据了解，报考定向培养士
官的考生须为2018年参加全
国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的
普通高中毕业生，年龄不超过
20周岁（1998年8月31日以后
出生），未婚，政治和身体条件
按照征集义务兵的规定执行。

招生纳入全国普通高校招生
统一考试实施，执行现行专科
提前批录取政策。
考生 填报 志愿 时 须 在 专
科提前批志愿栏内选择高校
“直招士官生”专业填报。
国家 对定 向培 养 士 官 实
行学费减免、学费补偿、国家
助学贷款代偿和学 费减 免 标
准为本专科学生每人每年最
高不超过8000元。培养对象毕
业后，由所在部队按照规定权
限下达士官命令，时间统一为
当年7月1日，其军衔等级和工
资档次，比照同期入学从普通
高等学校毕业生中直接招收
的士官确定。下达士官命令后
执行现役士官的工资标准，享
受现役士官的相关待遇。培养
对象批准服现役后首次授予军
衔前， 按义务兵新兵标准发放
津贴。
■记者 黄京

本报6月12日讯 今天上午，长
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召开“决胜基
本解决执行难” 新闻发布会暨执行
兑现大会， 现场发放1.55亿元执行
案款。截至6月11日，该院共执结案
件2455件，执行到位款7.64亿元，发
布失信名单1633人， 拘留18人次，
拒执罪判决1人。为解决执行工作中
人难找、财产难查的问题，该院首批
200多名执行联络员即将上岗。
岳麓区法院党组成员、 非诉执
行局局长张卫东介绍， 除明确全区
各职能单位、 驻区市属直管或共管
单位、街道（镇）负责分管法制的领
导班子成员、 区公安分局各派出所
所长担任执行联络、调解负责人，并
指派一名在编干部为执行联络、调
解员以外，辖区内各社区、村的治安
主任或调委会主任也将全部纳入执
行联络、调解员范围。对于符合担任
执行联络、调解员条件的公民，亦可
以通过推荐、考察，由区法院聘任。
执行联络员将协助人民法院执行案
件， 向法院提供被执行人及其有关
涉案人员的财产状况、 下落和其他
线索， 根据需要出具被执行人在辖
区的居住、财产状况证明。另外，还
将协助法院送达相关执 行法 律 文
书，在法院对被执行人采取拘传、拘
留、 搜查和查封、 扣押财产等措施
时，到场做好配合协助工作等。
“建立健全执行联络员制度，让
更多的党政部门和社会力量参与执
行， 能有效形成反 规避 的 强大 合
力。”张卫东说。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林嘉韵
通讯员 胡淋伟

长沙参保人员欠费信息
将在7月1日前清理
本报6月12日讯 今天， 记者获
悉，长沙市人社局将于7月1日对参
保人员灵活就业期间养老保险历年
欠费信息进行清理。
据了解，长沙市本级及芙蓉区、
天心区、雨花区、开福区、岳麓区参
保人员， 如有灵活就业期间未补缴
的欠费或中断参保 的 （断 档），于
2018年6月30日前到社保经办机构
办理补缴。
其中， 处于正常参保状态的人
员请到现社保经办机构办理， 处于
暂停参保状态的人员请到居住地社
保经办机构办理 （个人参保状态及
现 社 保 经 办 机 构 可 在 “长 沙 市
12333公共服务平台” 网站或关注
“长沙人社12333”微信公众号进行
查询）。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谢静雅
实习生 李少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