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告

日前，中商产业研究院发布

《2018年中国健康体检行业市场

前景研究报告》（下称“报告”），“报

告”显示，2016年我国健康体检市

场容量已经超过1200亿元，预计

到2020年，体检产业的产值可达

2000亿元。

近年来，面对千亿市场，除了

民营专业体检公司，国内公立的

体检中心也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布

局体检市场，以此分得一杯羹。

专家呼吁，随着健康体检行

业掀起的第二个高潮，当下体检

机构最为重要的是规范市场监管

体系，让其有序竞争，以便更好地

为百姓健康谋福祉。

健康会客厅
JIAN KANG

[同期声]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皮尔
泽在其著作《财富第五波》中，将健康产业称
为继第四波网络革命后的明日之星。江西
作为经济欠发达地区，健康产业却呈现蓬勃
发展的生动局面。

万晓文：《“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
明确提出，到 2030 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将
达到79岁。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及老
龄化进程的加快，预计到 2030 年我国老年
人数量将占总人口数的 16.9%，人们越来越
重视自己的健康，预计到 2030 年全国健康
服务业总规模将达到16万亿元。如此巨大
的市场蛋糕，引来了马云的阿里健康、王健
林的（成都）医疗产业园等关注，其发展前景
诱人。

近年来，我省先后出台了《江西省“十三
五”大健康产业发展规划》《江西健康扶贫工
程实施方案》《“健康江西 2030”规划纲要》
等文件。其中，“十三五”规划提出到 2020
年，大健康产业规模力争突破 10000 亿元，
而健康管理产业力争达到450亿元；在全省
创建 10 家大健康产业人才培养基地，建设
20 个健康小镇，搭建 20 个大健康产业信息
服务平台，建设 20 个大健康产业重点园区
（基地）；培育 100 家大健康产业骨干企业
（机构）和 100 个大健康产业知名品牌等
等。这些规划、文件极大地促进了江西省健
康产业的发展。

[同期声] 随着“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
北京301医院、中日友好医院、北京协和医
院等国内知名大型医院相继成立体检中心，
省级、市级、县级公立医院也纷纷加入，公立
的体检中心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健康体检掀
起了新一轮高潮。

温孝如：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健康需求
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自己的健康
状况，“有病早治、无病预防”的健康理念逐渐
深入人心。自 2002年我国第一家专业健康
体检机构成立以来，全国各地的体检机构如
雨后春笋般冒出，为人们提供各种项目的体
检服务，目前已经成为全国健康管理的重要
组成部分。健康管理是一个新兴医疗服务
产业，对我国健康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
推动作用。健康体检行业掀起第二个高潮
也是响应国家政策，健康体检的观念也从之
前的以治病为中心向防病为中心转变。健
康是一个人全面发展、生活幸福的基石，也是
国家繁荣昌盛、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同期声] 数字里面看商机：中商产业研
究院日前发布的《2018年中国健康体检行
业市场前景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居民健康
体检的覆盖率仍然低于发达国家，中国居民

健康体检仅为4.52亿人次，占全部人口的
32.68%。这些数据足以说明中国的健康体
检产业前景广阔。

邓科穗：当前“过劳死”“癌症”“亚健康”
等词已成为健康领域的热词，人们的健康意
识不断增强，体检产业也因此呈爆发式增
长。从以上数据我们不难看出，定期进行健
康体检，提早发现隐患，正成为人们一种新
的消费需求，民众对健康管理的需求日益增
加并多样化。

从数字上看，我们国家的健康体检产业
与欧美发达国家还有一定差距。我省的体
检行业起步较晚，目前鲜见营业额上亿元的
体检单位，这表明我省的体检行业潜力巨
大，其发展前景可观。

[同期声] 中华医学会健康管理学分会
去年曾披露，健康体检（健康管理）的临床路
径、医学指南上不能满足当前体检机构自身
业务和指导社区等基层服务的需求，这就要
求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加强体检机构的管理，
提高市场准入门槛。

万晓文：根据 2009年颁布的《健康体检
管理暂行规定》，开展健康体检业务的医疗
机构必须具备至少 2 名内科或外科副高以
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执业医师，每个
临床检查科室至少备有 1 名中级以上专业
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执业医师和10名注册
护士，但少数民营体检机构却连最基本的准
入条件都未达到，导致经营过程中屡屡违
规。

为让健康体检机构有序竞争，必须由省
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牵头，专门组织开展

“健康管理师”培训，明确准入标准，如要求
体检机构必须有临床、预防、护理、公卫、药
剂、检验等卫生专业背景的专业人员，这些
从业人员必须经过严格筛选培训后再上岗，
还要加强继续教育。医生是一个需要终身
学习的职业，随着新技术的发展，新的健康
管理理念、检测技术、干预手段不断发展，这
就需要建立与健康管理相适应的继续教育
体系，开展相应的培训、进修等，以此提高体
检机构的服务质量。

[同期声]近年来，民营体检机构市场竞
争意识强，市场化运作程度高，而公立体检
机构背靠医院丰富的医疗资源，二者“暗战”
不断升级。因此，体检机构要做大做强，关
键还是要打造高质量的健康管理服务体系。

邓科穗：当前，公立医院有较高的健康
管理和诊断治疗水平，但受制于体制机制因
素、客户等候时间长、医生服务态度相对差、
科室间转诊机制不顺畅等弊端，难以适应人
们日益增长的健康管理（健康体检）需求。

竞争带来了发展，民营体检机构市场竞争意
识强，市场化运作优势明显。以上状况导致
公立与民营的体检机构二者的竞争也开始
加剧，部分民营体检机构服务单一、质量参
差不齐，多数民营体检机构以体检为主，缺
少检后服务，体检机构之间服务的内容和质
量存在明显差异，总体服务水平有待提高。
不管是公立还是民营体检机构，如何提升体
检质量、打造高质量的健康医疗服务体系，
也将决定体检机构能做多大、走多远。

[同期声] 当前，一些民营的体检套餐设
计缺乏科学性，体检套餐只是各种体检项目
的随意组合，而这种组合式的套餐不能显示
与疾病检出率的科学性。为此，改进体检机
构套餐的设计显得尤为重要。

温孝如：制定体检套餐，原则上要讲究
适用性，适用不同人群，突出符合性别、符合
年龄、符合个人健康状况的体检特色套餐。
专业体检机构的工作人员要根据体检者的
情况，因人而异地制定针对性强且科学有效
的体检项目。体检者也应该结合自己的情
况和高危因素，更注重相关部位的体检。例
如：二三十岁的青年人，没有特殊情况，只做
基本项目检查就可以，不需要“加餐”；女性
每年应进行乳房、卵巢、子宫B超检查，婚后
更应该重视宫颈癌排查；男性最好每年查查
前列腺；吸烟的人要加强肺部的体检；45岁
以上的人群，可以增加心肺和肿瘤方面的检
查，如CT检查、消化道内镜检查、肿瘤标志
物检查等。但是，少数体检机构对体检质控
重要性的认识不够，只注重硬件建设和关注
规模的快速增长，体检结论及后续跟踪随访
难以令体检对象满意。

另外，由于人才短缺、科室不全、信息化
建设落后、质控机制较差等原因，有相当一
部分体检机构，其体检项目千篇一律，于是
出现了“年年检查，年年照样得病”的尴尬局
面。

无论是公立还是民营体检机构要想更
具竞争力，都应该把精力用在医疗服务质量
的改进上，用质量来树立良好的形象，提升
医疗服务质量才是健康体检机构可持续发
展的唯一出路。在提高人员素质方面，特别
需要提升医务人员的人文素养，因为健康管
理工作关系到人的生命健康，必须遵循生命
伦理学的两大基本原则。一是以人为本，尊
重人的自主性，遵守知情同意的原则，对个
人信息保密，尊重个人隐私；二是在提供体
检服务过程中不能伤害服务对象，要特别保
护体检对象的合法利益。在保护利益方面，
要为客户争取利益最大化，风险最小化，在
兼顾经济效益和健康效益的同时，原则上健
康效益永远优先于其他效益。

南大二附院医疗大数据项目
获“智慧医疗创新大赛”二等奖

日前，笔者从 2018江西省智慧健康创新大赛上获
悉，南大二附院报送的《医疗大数据助力临床研究》案
例获得二等奖。该院将于 7 月初代表江西省赴长沙
参加华中地区决赛。据了解，本次大赛由江西省卫生
信息学会主办，大赛以“医疗智慧创新”为主题，旨在
分享创新成果，提升全省卫生健康信息化应用水平。

（姜红辉）

省人民医院
开展“不忘初心大家谈”活动

日前，为扎实做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省人民医院内科二支部举行“不忘初心大家谈”主
题活动。该活动旨在让每位党员重温入党初心，不忘
使命追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会上，大家纷纷表
示，要立足本职岗位，钻研专业技能，做一名合格党
员。 （甘就平）

省儿童医院
举办建党知识竞赛活动

为使“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让党员
和入党积极分子了解掌握党的发展壮大历程，进一步
加深大家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共产主义信念，日前，省
儿童医院内科党总支举办了一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
立 97 周年”党的知识竞赛活动。参加活动的医护人
员认为，在党的生日前夕组织这项活动很有意义，让人
受益匪浅。 （黎连英）

省妇幼保健院
检查预约系统正式上线

近日，省妇幼保健院门诊检查预约系统正式上线
启用，预约精准到点，让患者轻松候诊。据了解，检查
预约服务内容主要包括产科超声系统筛查、早孕期筛
查（NT）、胎儿系统超声中期（四维）、胎儿系统超声晚
期（三维）、双胎系统超声五方面的预约。检查预约系
统的上线，改变了以往手工登记的预约方式，大大缩短
了患者无效等候时间，提高了服务质量，使患者就医体
验大为改善。 （朱碧茹）

南大三附院
获“护理管理创新奖”优秀奖

日前，由南大三附院撰写的《建立糖尿病多学科
护理团队，提供同质化护理》方案从全国数百参赛项
目中脱颖而出，获 2018 年“护理管理创新奖”优秀
奖。该方案不仅为糖尿病护理工作提供了人才储备
平台，还有助于临床治疗方案与糖尿病教育二者紧密
结合，为糖尿病专业护士搭建起自觉学习、实践成长
的平台。 （张晶津）

南昌市西湖区
举办儿童精神健康巡讲活动

为深入推进“全国健康促进示范区”创建，进一步提
高辖区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普及儿童精神卫生和心理健
康知识，日前，南昌市西湖区联合江西省健康教育与促
进中心举办了“健康中国行·律动赣鄱地——健康巡讲
进西湖”主题活动。活动还邀请了国内知名的儿童心理
专家授课。 （吴莉红）

南昌市洪都中医院
推广中医特色护理技术

日前，南昌市洪都中医院受邀前往兄弟医院进行
中医护理技术推广。该院还通过专题讲座、学术会议、
社区义诊等多种形式对中医护理技术进行推广，以推
动该市的中医护理事业发展，让更多患者受益。近年
来，该院高度重视中医护理事业的发展，共开展32项中
医特色护理技术，广泛运用于临床各科室，并取得较好
疗效，受到广大患者好评。 （蒋治莉）

省精神病院
开展作风“顽疾”突击检查

日前，省精神病院开展了作风建设突击检查，检查
组成员深入医院职能科室及各个窗口，对工作纪律、办
公室环境、工作人员工作状态等情况进行突击检查，并
对个别科室存在的问题当场责令整改。 （杨爱益）

遂川县卫计委
灾后卫生防疫初战告捷

6月上旬，受4号台风“艾云尼”外围环流影响，遂川
县遭遇多年罕见的持续强降雨。为有效防控雨后带来
的各种疫情，遂川县卫计委迅速成立由县直三家医院组
成的8支医疗救援队，县疾控中心组成的8支疫情防疫
指导组，赶赴受灾严重的五斗江、新江等乡镇，开展环境
消杀、卫生防疫等灾后防病救援工作。由于措施到位，
灾后防疫工作效果明显。 （根 生 振 欣 祖 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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