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杰士邦为全球卫生防护用品领导企业

ANSELL集团在华子公司，主要运营安全套

产品。作为中国安全套的领军品牌，杰士邦

以“情动心动，随性而动”的品牌口号和活

泼生动的小黄人形象深入人心， 并以品类

丰富和覆盖全价位段的产品满足不同消费

者的多元化需求。

近几年， 杰士邦更是先后捐赠了北京

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等盛大赛

事， 并研发推出中国首款非乳胶安全套

SKYN极肤。它再次掀起了全球安全套技术

革命的狂潮———SKYN�极肤对传统安全套

材质进行了革命性的创新， 由全新的非乳

胶材质制成。独立的临床测试表明：独特分

子结构，使其更柔软舒适。同时，它不含天

然胶乳成分， 适用于对天然胶乳过敏的已

知或潜在人群。SKYN极肤在英国、美国、法

国、意大利、澳大利亚、波兰、匈牙利等多个

国家上市，立刻成为各地市场的明星产品，

如今这场安全套技术革命席卷中国。

现在登录杰士邦SKYN极肤官方网站

www.jissbon-skyn.com， 即可参与【SKYN

极肤20万试用者招募计划】，免费获得价值

8元的SKYN极肤试用装一只！ (

何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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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引领服务模式创新的先行者，成都

医学院附属康桥眼科医院多年来始终坚持

以“诚信为先 以人为本”的服务宗旨，受到

广大患者的信赖和支持，

2012

年更是荣膺成

都最受消费者信任机构。

2013

年， 康桥眼科

将以更高的标准严格要求，树立行业诚信服

务标杆。“时刻谨记社会责任， 以人为本，诚

信为先，康桥眼科矢志不渝！”

参与单位

成都医学院附属康桥眼科医院

诚信

宣言

“打造中国安全套的领军品牌！”是我

们的宗旨。时尚、先锋、创新的品牌形象是

我们不变的追求。我们坚持以品类丰富和

覆盖全价位段的产品满足不同消费者的

多元化需求，并致力于运用国际一流的将

科技和理念服务中国消费者，为倡导健康

趣味的性观念做出积极贡献。

参与单位

杰士邦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诚信

宣言

吃饭团购、看电影团购、洁牙团购、脱

毛团购、SPA团购，而不少整形美容机构也

顺应潮流，在各种宣传广告、路牌和自家

网站上打出了“团购价”的招牌———原价 :

1500元 /次的激光美白 ， 团购价 600元 /

次， 溶脂瘦脸原价8000元/部位， 团购价

6000元/部位……被吹嘘得比原价便宜上

一半的价格让不少爱美、节约又勇敢的女

性“铤而走险”。于是，不少消费陷阱也在

其中应运而生。

A、美容院团购玻尿酸遭遇歪针药

市民裘小姐一直在某品牌美容院洗脸、

保养，有一天老板娘提到注射“玻尿酸”，说

近来有一位上海来的专家，非常优秀，凑齐6

人以上就可以享受“团购价”1600元4针的价

格。裘女士之前打过一次瘦脸针，效果不错，

于是欣然接受了老板娘的建议。2月， 她和几

个闺蜜在某酒店被不知名的“医生”注射了

下巴、苹果肌、鼻子等部位。前几天，裘小姐的

下巴又红又痒，跑了大医院检查，确定是注射

材料导致下巴过敏发炎，需立刻取出。手术中

发现，注入裘小姐下巴中所谓的“玻尿酸”，

其实是被禁用多年的“奥美定”。

消费警示：

使用玻尿酸除皱、 隆鼻属于医疗美容项

目， 一般的生活美容院并不具备这样的医疗

美容资质。但是在利益的趋势下，这种非法机

构存在很多。专家建议，除了选择正规的有保

障的医疗机构外，在做微整形时，要向医疗机

构索要注射产品外包装、 条形码以及注射后

的空瓶子，这些能核对产品是否正规。

如果消费者对包装鉴别没有把握的话，

可登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 查询

产品批号，通过正规渠道引进的玻尿酸，在网

站上都有备案，一查便知。

B、低价诱惑 服务时却说“便宜没

好货”

市民黄先生打算洁牙， 在某团购网

站上看到了一个“团购价32元！享受市场

价 588元洁牙套餐”的团购项目 ，被图片

上白晃晃的美牙吸引， 黄先生立即购买

了此项目 ，好不容易预约上以后，去了，

才发现是一个小小的牙科诊所， 护士告

诉他，32元的项目是比较低劣的，用的产

品不好，可能会破坏牙釉质，而黄先生的

牙齿又比较敏感 ，建议加 198元，享受另

一种进口材料喷砂洁牙。之后一周，黄先

生却感觉左上排牙龈和牙齿开始肿痛 ，

时常伴着流血。去大医院检查后，被告知

是牙周炎严重，牙结石碎片残留，需要做

进一步的治疗。

消费警示：

团购时以低价诱惑 ，服务时又以 “价

格便宜的东西不好 ”为由哄消费者 ，是这

类团购的典型案例 。洁牙需要严格的卫生

标准和技术水平 ，因为其过程中可能会碰

到牙龈 ，引起出血 。尤其是去除牙齿与牙

龈结合缝隙处的牙结石 ， 细节非常重要 。

洁牙技术的水平会直接影响到牙齿保护

层是否会被破坏 。因此洁牙一定要到正规

的医院或机构，以免对牙齿造成伤害。

“团购”美容陷阱多 小项目也要多留心

诚信服务，医患和谐新局面

———屈光手术专科诚信求发展

“诚信是衡量一个行业发展是否健康

有序的标准，也是医院长期发展的基础”，

康桥眼科医院屈光手术专科主任李纲副教

授表示：“当前矛盾重重的医患关系，很大

程度上是因为双方诚信的缺失。 在近视手

术过程中， 诚信服务主要体现在如何实现

医患的有效沟通，重视患者需求的满足”。

“近视患者提出想做近视手术时，很

可能他还有很多疑惑。 医生必须把近视手

术整个流程可能涉及到的重要问题， 如实

地与患者进行沟通”， 李纲副教授说，术

前、术中、术后的注意事项都要跟患者解释

清楚。比如，事先要告诉患者近视手术不是

人人都能做， 这样患者即使被诊断出不符

合手术条件也能够理解。"

� � 李纲副教授表示：“只有站在患者的角度考

虑，以诚相待，才能赢得患者的理解和信任。”

以人为本，诚信为先好口碑

———爱心援助白内障高品质复明

“以人为本不是口号，也不是作秀，而

是要真正帮助到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康桥

眼科医院白内障专科主任肖志全副教授表

示：“康桥眼科给我们这样一个平台， 这些

年感受最深的就是医院强烈的社会责任

感，以及对公益慈善事业的坚持。”

为了帮助贫困白内障患者重获光明，四

川省红十字基金会光明基金办公室与康桥

眼科医院联合举办了大型公益活动———

“四川省千万白内障光明行动”，迄今为止，

活动已帮助逾万名白内障患者成功复明。

“2013年1月9日，在‘四川省千万白内

障光明行动’的援助下，家住双流华阳镇白

沙乡团山村的贫困白内障患者史建芬老人

顺利完成手术重获光明。 肖志全副教授表

示：“时刻谨记社会责任， 以人为本诚信为

先，康桥眼科矢志不渝！”

（何筝）

以人为本 诚信为先

谱写眼科医疗服务新篇章

杰士邦创新引领安全套行业

“四川省千万白内障光明行动”2013年爱心援助启动春暖花开，白内障治疗正当时
———白内障及时手术可轻松复明，量身选择晶体视觉质量有保障

三月蓉城，春光明媚，不少老年人都想着到户外散散心，但却发现自己视力变差了，看东西模糊有重影，眼前还出
现黑点或阴影，大好春光难以欣赏。 成都医学院附属康桥眼科医院专家提醒：这很可能是患上了白内障，最好及时到
医院检查确诊。 春天气候温和，万物复苏，正是治疗白内障的好时节。

“四川省千万白内障光明行动”及白内障防治咨询热线：028-85075888

白内障是指眼球内的晶状体因为
老化、遗传、代谢异常、外伤、辐射、中
毒和局部营养不良等因素发生浑浊、
由透明变成不透明，阻碍光线进入眼
内，随着浑浊程度和范围的加剧，视力
会逐渐下降，最终甚至可能导致完全

失明。
据了解，白内障多发于老年人群，

大部分患者对白内障的常见症状并不
了解，所以早期出现视力模糊的时候
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以为是
年纪大了老花眼惹的祸。康桥眼科医

院白内障专科主任肖志全副教授指出：
白内障严重影响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质
量。因此，一旦出现视力模糊等症状时，
一定要警惕白内障，及时到医院检查，早
发现早治疗，才能尽早恢复光明，安享幸
福晚年。

白内障治疗须趁早，晚年生活更美好
———老年人群发病率高，定期检查提高警惕

“白内障是可以治疗的，因此患者
不用过于悲观”，据肖志全副教授介绍：
“不少患者因为轻信药物治疗白内障的
虚假广告，盲目用药后不但没有任何效
果，反而延误了治疗的最佳时机。”
“通过手术以高品质的人工晶体替换

人眼浑浊的晶状体，是治疗白内障唯一有
效的方法”，肖志全副教授表示：“白内障

手术发展到今天，技术设备的升级换代，加
上医生的熟练操作和丰富的临床经验，为
白内障患者的复明提供了安全可靠的医疗
保障。康桥眼科目前采用的‘超小切口白
内障超声乳化合并人工晶体植入术’，是
当前世界领先的白内障手术方式。”
过去的白内障手术限于技术、设备，

必须等到白内障完全“成熟”，患者看不

见时才能手术，患者需要长期忍受低视力
的烦恼与痛苦。现在采用白内障超声乳化
合并人工晶体植入术，只要白内障影响到
患者的正常生活、工作或视力低于 0.5，就
可以手术治疗。相反，如果患了白内障不及
时治疗，容易导致青光眼、葡萄膜炎等严重
危及视功能的并发症，不但加重病情，增加
手术难度，还会影响到术后视觉质量。

白内障治疗须手术，药物治疗不可信
———超声乳化术+人工晶体植入，视力恢复更可靠

白内障手术利用超声乳化技术将浑
浊的晶状体粉碎吸除后，需要植入合适
的人工晶体，患者术后才能看得清楚。因
此，人工晶体的选择将直接影响到患者
术后的视觉质量。据康桥眼科医院白内
障专科李岷元教授介绍：“白内障手术
已经入折叠晶体的时代。相比传统的硬

晶体，折叠晶体手术切口更小，伤口愈合
更快；同时折叠晶体的生物相容性更好，
材料更柔软，更富有弹性和顺应性，对眼
内组织损伤更小；术后并发症更少，视力
恢复更快，散光更小，视觉质量更高。”
“根据患者不同的身体状况和眼部

条件，可以选择不同种类的功能性折叠

晶体”，李岷元教授称：“渐进多焦点人工
晶体可以帮助患者同时解决看远看近的问
题；肝素折叠晶体特别适合患有糖尿病的
白内障患者，可大大减轻术后反应，提高手
术的安全性；非球面折叠晶体则可以有效
减少术后像差，提高对比敏感度，明显改善
夜间视力，提高整体视觉质量。”

白内障手术选晶体，术后视力有保障
———功能性折叠人工晶体，量身选择高品质复明

“四川省千万白内障光明行动”是
四川省红十字会光明基金办公室与成都
医学院附属康桥眼科医院联合举办的大

型活动，爱心援助贫困白内障患者重获
光明。现在报名参加活动：选用指定进口
折叠人工晶体，成都市城镇职工医保患

者个人零自付费，成都市城乡居民医保患
者、个人自费患者 1380 元晶体费用全额资
助。

“四川省千万白内障光明行动”
———白内障手术“零自费，送晶体”

根据成都市医疗保险管理局《成都
经济区劳动保障区域合作基本医疗保险
合作协议》：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德

阳、绵阳、遂宁、乐山、雅安、眉山、资阳七
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患者，在康桥
眼科医院住院治疗白内障，患者全额垫

付费用后，可凭医院出具的报销凭证回医
保所在地报销（报销比例请咨询参保所在
地医保部门）。 何筝

特别提醒：异地城镇职工医保患者，白内障诊疗费用可报销

技术革命席卷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