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用·让医疗更放心”

3·15特别行动获奖名单
▶2018年度消费者信赖医院/机构

四川华美紫馨医学美容医院
四川美莱医学美容医院
成都中医大银海眼科医院
成都德道口腔医院
成都爱康国宾体检中心
成都圣贝牙科医院

成都风湿医院
成都川蜀血管病医院
成都东大肛肠医院
杭州变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018年度模范院长

成都中医大银海眼科医院 段俊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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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与公众生命和健康密切相关的
领域却存在着不诚信的行为：本想做个体检
提早预防疾病，结果遇到个“歪医生”没病变
有病；本想找个“瘦身顾问”减脂变美，结果落
得一身毛病……这样的医疗不诚信行为，离
我们并不远。

“守信者走遍天下，失信者寸步难行”，这个
机制在医疗体系同样适用，营造“知信、用信、守
信”的就医氛围，让虚假信息与失信行为无处藏
身，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道德支撑和信
用保障。

明日就是“3·15消费者权益日”，成都商报四
川名医重磅推出“信用·让医疗更放心”3·15特别
行动，倡导医疗机构建立诚信机制，塑造良好的
医疗机构形象典范！

//健康健康//
消费者就医，就是希望以最小的痛苦、

最合理的花费、最短的时间来治愈疾病。但
被消费者“十分相信”的医疗机构，是否有回
报以“十分服务”？检查是否真的该做？用药

是否真的合理……个别医疗机构的不诚信、
医患信息的不对称，常让患者在就医中疑虑
重重。

健康，才是民生之本，百姓心中都有“一杆
秤”。医院作为提供医疗服务的场所，关系到广
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诚信医疗、依法行医是
建立优良医德医风的基础，也是构建和谐社会
的重要组成部分。

健康与诚信，在“信用社会”到来的现在，这
组关系显得尤为微妙。

//诚信诚信//
诚信，既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社会发展

的牢固基石，也是企业宝贵的无形资产、壮大的
不竭源泉。

针对医疗产业的服务品质进行深入探访与
展示，建立信任机制；发掘机构的特色优势，并
进行全方位透明报道，为消费建立维权机制；搭
建专门为消费者服务的医疗服务监督平台，帮
助消费者发现信用医疗机构，让患者放心、安心
地诊疗疾病。信用，让医疗更放心！ （王英）

说到甲状腺疾病，大家一定不
陌生，甲亢、甲状腺结节、亚甲炎
……甚至也许你身边也有刚做完甲
状腺癌症手术的朋友。

与其他恶性肿瘤相比，甲状腺
乳头状癌、滤泡状癌是分化型癌，因
为其分化程度很高，细胞形态几乎
接近正常，所以生长很缓慢，但是，
这并不等于可以放任不管。“很多患
者觉得甲状腺癌很‘温柔’，只是癌
症里的“小感冒”，其实它可不是‘阳
春白雪’。”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甲状腺外
科主任医师、科室主任李志辉教授
介绍，在他门诊过程中，遇到过很
多让他心痛的情况：因为误诊或者
没有定期做好术后观察，本来可以
有更好结局的甲状腺癌患者不得
不“二进宫”，然而病情仍然急转直
下；或者以为甲状腺癌不要紧，拖
着不管，等来到医院时医生已无能
为力……

癌症里的“小感冒”？其实它并
不简单！下周二（3月19日）上午9点
半，名医大讲堂特约李志辉教授莅

临现场，为大家科普甲状腺癌症的
相关知识，纠正关于甲状腺癌的认
知误区，知识点满满的讲座，您千
万别错过。

如何参加？

1、微信扫码关注“成都商报四
川名医”，点击底部栏目条“名医大
讲堂”免费报名参加讲座；

2、 拨 打 电 话 报 名 ：
028-69982575。凡报名成功将收到
通知短信，届时请凭借短信入场（位
置有限先到先得）。

活动时间：3月19日 上午9：30
活动地点：成都市锦江区书院

西街1号亚太大厦4楼成都商报健康
教育基地（地铁3、4号线市二医院站
B口出，右行300米）

（赵立莹）

2018年6月8日，第一届成都国际医
美产业大会暨“医美之都”高峰论坛上，
中国整形美容协会正式授予成都“中国
医美之都”称号，自此打下成都医美发
展的新里程碑。对于在2019年成都商报
四川名医“信用·让医疗更放心”3·15特
别行动中，荣获“2018年度消费者信赖
医院”的四川华美紫馨医学美容医院来
说，这是个要紧握的极佳发展机会。

三甲医院规模建设
医资力量强大

“打造医美之都，对医美从业者而
言，要有更多合规化的培训，有正规的
职称晋升渠道；对于华美紫馨这样的
医美机构来说，就要更规范化的管理，
成为行业的标杆，引领行业规范、和
谐、稳定地发展。”四川华美紫馨医学
美容医院院长杨力说。

四川华美紫馨医学美容医院，现
已发展为集医疗与教学为一体，并获
得德国莱茵TüV-SQS服务质量认证
的中国5A级专业医美机构，迄今已为

超20万求美者带来了美的改变。作为
成都医美之“心”以及成都医美“十强”
机构，华美紫馨正引领行业朝规范化、
专业化蓬勃发展，成为成都乃至全国
的医美领导品牌。

良好的医疗环境是质量的保证。作
为一家医美机构，华美紫馨完全按照三
甲医院规模建设，拥有1.8万平方米超大
诊疗空间、11层专业医学分区，并设有
千级层流净化无菌手术室、超五星级酒
店式病房、进口医疗硬件配置。此外，华

美紫馨在21年砥砺前行间，缔造了一支
极具权威的医美专业团队，并吸引了包
括国际颅颌面整形泰斗级人物艾玉峰
教授、整形外科全能大咖杨力教授在内
的74位国家注册医师和102位专业护理
人员、10位注册麻醉医师。

联合时尚品牌
为蓉城带来时尚盛典

在过去的2018年，华美紫馨作为
成都医美之都的重要参与者，在20周
年之际更为蓉城带来了多重献礼，包
括举办“医院医疗品质&服务效能提
升”国际研讨会、承办首届中美达拉斯
鼻整形研讨会。同时，还联合时尚品
牌，为蓉城带来了一场瞩目的时尚盛
典，以时尚献礼医美之都。

“我们想做的，就是利用医美前沿
技术让每位求美者，高效、安心、放心
地变美。”杨力院长说，相信在成都医
美力量“软硬件”多重推动下，成都从

“爱美之城”变身“造美之城”，指日可
待。 （汤艳丽）

作为一所集合整形、无创、皮肤美
容、口腔美容、中医美容于一体的大型
现代医学美容医院，四川美莱医学美
容医院在2019年成都商报四川名医

“信用·让医疗更放心”3·15特别行动
中，被评为“2018年度消费者信赖医
院”，这代表着四川美莱医学美容医院
诊疗服务与诚信服务，受到了广大消
费者的信赖与支持。

品质美莱：
致力提供专业医学美容体验

经过21年的品牌沉淀和稳步发
展，美莱集团在国内已拥有35所连锁
医院规模，汇集了众多院长级、主任级
骨干医师，参与了国内多项医美专利
技术的研发，成为目前国内规模和实
力雄厚的专业医学美容医院连锁医院
品牌。

四川美莱医学美容医院，隶属于美
莱整形连锁集团，是集团第一品牌，也
是中国最具影响力医美品牌之一。始终
秉承“品质美莱，实力塑美”品牌愿景的

美莱，运用国际领先的医美技艺，致力
为万千求美者提供专业、前沿的医学美
容体验，创造令世人惊艳之美。

专业美莱：
值得求美者信赖的中国驰名商标

2018年，美莱顺利通过中国整形
美容协会5A评审；2015年，美莱喜获
国家工商总局权威认证“中国驰名商

标”，也是目前国内整形行业唯一获此
认证的机构，并先后荣获中国医疗机
构领袖品牌奖、医美奥斯卡白天鹅奖
等殊荣。

诸多的荣誉也充分表明了美莱在
内部规范管理、保障患者安全、临床技
术力量、医疗服务质量、医疗服务水平
等方面的超高专业能力，走在了不少
同类机构的前面，是值得求美者信赖
的机构。

愿景美莱：
帮助求美者树立从内到外的自信

美莱的logo是一条美人鱼，美人
鱼寓含着美丽与自信，为了目标勇敢追
求、勇于改变，不仅代表了人世间美好
的情感，而且代表了一种积极奉献的生
活态度，而这正是美莱所倡导的文化精
神。美莱始终秉承“树行业标准铸百年
品牌”的品牌愿景，帮助每一个拥有信
念的求美者，不仅收获外表的惊艳，还
收获发自内心的勇敢、独立、自信，迎来
崭新蜕变的精彩自己。 （倪佳）

作为一种无形的个人资产，诚信
既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社会发展
的牢固基石，也是企业壮大的不竭源
泉。在成都爱康国宾体检中心，一进
门，就能被这种扑面而来的信用理念
所感染。由此，他们也成为2019年成都
商报四川名医“信用·让医疗更放心”
3·15特别行动中，“2018年度消费者信
赖机构”当仁不让的获得者。
■以品质取信：严守质量换来多方信赖

在爱康医疗质量管理体系中，体
检报告实行五级审核制度，每一份体
检报告都需要由相关检线科室医生初
审、区域总检部审核、分院医务部复
查、区域医疗管理部随机抽查，以及集

团医疗质量管理部每月定量抽查五级
审核，并不定期邀请权威的第三方专
家组抽查，共同把关。

此外，爱康国宾成都检验中心连续
9年以全优的成绩获得卫生部临床检验
中心和四川临检中心组织的室间质量
评价。2018年，爱康国宾成都检验中心
在肿瘤标志物、感染性疾病等6大考核
版块共计51个项目上均满分通过。
■以专业取信：严谨态度换来患者健康

如果说锦旗代表一份来自患者的
信任，那一面面鲜红的锦旗证明张小
鸽主任一定是“信任”富有的人。去年，
李先生来到成都爱康国宾红照壁体检
中心进行CT检查时，CT室张小鸽主

任发现李先生左肺上叶部分实性结
节，疑似肺癌，急忙嘱咐患者去公立医
院复查就诊。

虽然检查结果显示为“炎症”，但
凭借自己大半辈子的从医经验，张主
任“固执”地说服李先生接受更精准的
pet_CT扫描，经过术后化验，李先生
被确诊为早期肺腺癌。正是张主任这
份“固执己见”，让李先生抓住了肺癌
诊疗阶段的“黄金时间”，重获健康。这
体现了张主任扎实的专业技能和严谨
的从医态度，更是把爱康“以质取信，
客户至上”的价值观体现得淋漓尽致。
■以服务取信：严格要求换来优质服务

成都爱康作为本地健康体检行业

的 标 杆 ，2018 年 总 服 务 人 数 达 到
439700人次，除了贯彻爱康国宾“以质
取信”的理念做支撑，还与专业、贴心、
人性化的服务密不可分。在历届“爱康
集团全国美小护大赛”中，经过理论笔
试、技能实操、礼仪和个人才艺等严酷
的全方面考察，爱康成都连续5年夺
冠，展现了工作风采，也体现了爱康成
都区高水准、人性化以及完善周到的
服务。

爱康集团承诺，严格保护患者隐
私，建立投诉履行首位责任制。针对指
标异常的患者进行短信提醒或专人电
话提醒，每周追访的“阳性追踪体系”，
也是爱康集团优质服务的一大亮点。

成都德道口腔医院
当天恢复“全口好牙”

种植新技术开启全新智能口腔时代
以前，大多数老年人在做缺牙

修复时，比较偏爱活动假牙或固定
义齿。不过，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
平的提高，“根深蒂固”的种植牙越
来越受热捧，这其中，又以“即刻用”
种植牙技术为众多缺牙老年朋友津
津乐道。但是，对于想要种牙的朋友
来说，如何挑选合适的口腔医院，成
了他们要仔细考虑的问题。

2017年，一所集教学、培训、医疗
于一体，按照国家二级口腔医院标准
建立的口腔医院——成都德道口腔
医院成立，迄今已为7000余位老人解
决了“吃”的难题，获得消费者的称赞
和青睐，也让医院在2019年成都商报
四川名医“信用·让医疗更放心”3·15
特别行动中，荣获“2018年度消费者
信赖医院”称号。

牙齿相伴人的一生，从位置来
说，更是关键。因为口腔上有鼻腔、眼
睛、耳朵、大脑等重要的器官和神经
系统，下有气管和食道不容忽视的呼
吸和消化系统，因此，牙齿种植不是
随便种上就可以的，不仅要考虑咬合
关系、各个牙齿承担的作用等，手术

方案制定、准备、术中、术后，都需要
综合和全面考虑。

据德道口腔医院院长、第六届
“妙手仁心·金口碑好医生”口腔科十
强好医生获得者蔡明河介绍，“即刻
用”技术，采用智能手段，让手术更精
确，当天完成种植，患者当天即可恢

复饮食。“即刻用”种植牙自引入中国
以来，经过10年验证，已成为半口和
全口缺牙患者修复的优先选择。需要
提醒的是，“即刻用”技术也不是人人
都可以做的，方案设计也是因人而
异，最好提前咨询专业医生。

缺牙=缺营养！种植新技术让更多缺牙者受益

经济、安全 高龄缺牙者的优先选择
“近年来，我们接收了许多高龄、

牙槽骨薄、严重牙周炎、半口全口牙
缺失等高难度种植牙市民，我们有把
握挑战高难病例，也乐于接收高难病
例，这是对‘即刻用’最好的验证。”蔡
明河院长说，过去传统的口腔种植手
术，是通过人工目测，来确定种植牙
根的植入位置，堪称“盲种”，不仅对

缺牙者的牙槽骨条件、年龄、身体条
件以及身体耐受程度都有非常严格
的界定，还需要较长的恢复期，基于
这两点，许多年纪较大、身体耐受力
差的市民不得不选择放弃。

而如今，随着“即刻用”种植牙新
技术的出现，这一切问题都迎刃而
解。它针对传统种植牙疼痛、时间长、

身体承受力不足、牙槽骨萎缩等缺点
进行了创新，让种植时间更短、痛感
更低、恢复更快、手术费用更经济；同
时，“即刻用”种植牙技术还改变了过
去单一的负重方式，针对半口全口缺
牙，只需要4~8颗种植体，并能做到

“即拔、即种、即用”的效果，更简单经
济安全，特别适合高龄缺牙者。

依托大数据 解决种植牙疑难“牙病”
德道口腔在全国口腔产业升级

开始的时候率先选择成都，并在此创
建中国口腔病理情况大数据库中心，
一个可扩展的大数据平台，容纳各类
疾病特征、病例、指标数据，为全国各
地的口腔医院提供最全面的口腔数
据资料和最丰富的口腔病例。这是中

国百年口腔医疗的智慧结晶，也是让
我们未来的口腔诊疗风险规避的重
要依据。百年口腔，从成都开始，德道
口腔，从成都起航。

“以医疗本质为德，以科技创新
为道”，是德道口腔品牌始终不渝的
追求。责任感，是促使行业发展的动

力。成都德道口腔医院的使命，是为
中国医疗产业升级而来，致力于未来
中国口腔医疗产业平台的建立，帮助
全国的城市进行口腔医疗产业革命，
培养有医德和医术兼备的好医生，提
升口腔医疗的体验感。

（江瑾然）

四川华美紫馨医学美容医院
管理规范化，技能专业化 才能成为医美行业标杆

四川美莱医学美容医院
因为卓越，所以信赖！用医者专业重塑求美者信心

成都爱康国宾体检中心
一群健康守门人的“取信”之旅

诚信为本 健康随行
四川名医重磅推出“信用·让医疗更放心”3·15特别行动

华西李志辉教授谈甲状腺癌：

癌症里的“小感冒”？
其实它并不简单

从一个小从一个小
小的二维码开小的二维码开
始始，，只要你只要你““诚诚
信积分信积分””足够足够，，
共享单车免押共享单车免押
金骑行金骑行；；运动运动
场 简 单场 简 单““ 刷刷
脸脸”，”，即可租借即可租借
篮球篮球、、羽毛球羽毛球
拍 …… 近 年拍 …… 近 年
来来，，基于信用基于信用
的新型生活方的新型生活方
式式，，正从概念正从概念
构想走进现实构想走进现实
世界世界。。

报名参加或收
看“名医大讲
堂”，扫码关注
四川名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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