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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问诊，购买处方药是“互
联网+医疗健康”便民的另一个特
色。然而，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一些
互联网医疗平台却采用“先选购药
品，再因药配方，甚至由人工智能
软件自动生成处方”的操作方式。

家住湖南怀化的谢丽曾在
2020年初给她4岁的孩子在线下
医院买过蒲地蓝消炎口服液，当
时医生为其开具了处方。今年3
月，由于孩子再次出现相似症状，
她尝试着在某线上购药平台购买
这一款药，很快她就被平台方转
到“线上问诊”版块。她将两年前
的处方上传后，“医师”立即给她
发来了购买链接。

北京居民杨木也有过此类经
历，他怀疑屏幕背后接诊的到底

是不是真的执业医师：“在××平
台购买处方药时，感觉对方跟机
器人没有差别，只要打字过去，对
方就会在10秒钟内迅速同意，根
本没有给出任何专业意见。”有一
次，他故意尝试描述一些不是欲
购药品适应病症的情况，结果对
方仍然二话不说很快开了处方。

有互联网医疗行业人士支招：
假如是正规互联网医院，有执业资
格的医生开具的电子处方，应该有
医生的签名、互联网医院电子章。

“不排除有些小型的互联网医疗平
台仍存在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工
具自动生成处方，一些大平台会用
AI等来辅助医生问诊，比如问病人
几岁、哪里不舒服等，但是处方必
须要求医生来开。”

对于在线问诊，医生回答几次
算是一个完整的问诊、平台上显示
的医生接诊量有无虚标、回复患者
的诊断内容是否为医生真实回复
……记者随机采访了北京、天津、湖
南等地10多位群众发现，这些也是
困扰他们的主要问题。

北京某高校大二年级学生郝
樱睿对此深有体会。她经常使用在
线问诊，但至今不清楚到底医生回
答多少个问题才达到收费标准。

“一开始，有几个问题算免费咨询，
但只要你说话了，就算一个问题，
比如说一句谢谢或者你好。等免费
次数用完后，医生却刚进入正题，
为了解更多信息，你只能交钱充会
员。交完钱，医生又会问化验结果
之类的信息。有时，一圈下来，最后
竟然让你去线下医院问诊。”

在线问诊前，先在平台上看
看哪位医生的接诊量多，再确定向

哪位医生问诊，这是山东曲阜居民
张刀刀习惯的做法，因为在她看
来，医生接诊量多就意味着其医术
较强受患者欢迎。但她注意到，一
些在线问诊平台上标注的医生接
诊量动辄高达几万甚至几十万，不
禁质疑这些数据是否属实。

记者在某在线问诊平台上以
皮肤科医生为检索对象，发现该
平台线上接诊人数最多的皮肤科
医生接诊次数为25万人次。假设
每人线上问诊时间平均为10分
钟，线上接诊时间约为41667小
时，如果全年无休，10年为3650
天，那么这10年里其平均每天线
上接诊时间约11.4小时。

对于这些问题，有平台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这些年他们其实也
一直在探索“品控”，“比如医生回
答几次算作一次完整问诊；如何对
那些将搜索到的内容复制粘贴给
患者的医生进行监管；如何确保接
诊量真实；出现误诊或开错药的情
况由谁担责等”。

今年6月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联合发布《互联网诊疗监管
细则（试行）》，针对互联网诊疗中处
方审核、隐私保护、诊疗质控等社会
关注点作出详细规定。

对于上网能看什么病，细则要求
必须符合复诊条件：患者就诊时应当
提供具有明确诊断的病历资料，如门
诊病历、住院病历、出院小结、诊断证明
等，由接诊医师留存相关资料，并判断
是否符合复诊条件。当患者病情出现变
化、本次就诊经医师判断为首诊或存
在其他不适宜互联网诊疗的情况时，
接诊医师应当立即终止互联网诊疗活
动，并引导患者到实体医疗机构就诊。

对于线上诊疗的质量监管是否
与线下诊疗相一致，细则给出了肯定
答案：要求以实体医疗机构为依托，
将互联网诊疗纳入整体医疗服务监
管体系。

对于没处方也能买处方药，细则
严禁“先药后方”：处方应由接诊医师
本人开具，严禁使用人工智能等自动
生成处方。处方药应当凭医师处方销
售、调剂和使用。严禁在处方开具前，
向患者提供药品。

邓勇认为，这些标准更具可操作
性。他同时指出，要让“严禁使用人工
智能等自动生成处方”的规定落到实
处，必须考虑多重因素，比如应明确
人工智能等主体的地位，“虽然我们
将其称作人工智能，但它和部分助理
医师一样，都是没有获得处方权的主
体，目前的《处方管理办法》《医疗机
构管理条例》相关规定还存在不足，
处罚对象局限于‘人员’。后续修改时
应该考虑到人工智能等主体的特殊
性，对仅由人工智能等自动生成处方
的，应当与‘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一
样，直接追究医疗机构的责任”。
据法治日报（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先选药品再开处方
接诊的是医生还是AI？

接诊量涉嫌虚标
有医生平均每天线上接诊11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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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有意整体转让四川省
成都市双流区泰山路28号（航
空港总部基地对面）《双樱阁》
小区产权车位114个， 有意者联
系：13551292672。
●陈萌身份证（513401200204
214623） 有效期至2022年8月1
0日，遗失作废。
●四川赢信汇通实业有限公司
工会委员会原法人杨继承法人
章（编号：5101295048274）遗失
作废。
●深圳壹点光明广告有限公司
成都分公司公章（印章编码：
5101100327171）遗失作废。

招商公告
莲花商业城位于攀枝花火车南
站左下方， 坐落在城市主干道
旁， 紧邻滨河湿地公园， 景色
怡人， 该区域为城市重点打造
的高档街区。 项目占地面积4
万 ，总建筑面积为15万余 ，
其中住房面积约5万 ；商业部
分共计约10万 （含地下室、商
铺、酒店）；车位909个。现诚邀
商业营销专业人士或专业团队
负责招商， 同时欢迎有实力的
商家整体承租。 联 系电话：
0812-3862999。

攀枝花市仁和区仁和镇
莲花社区村民委员会

2022年7月9日

车辆处置公告
四川华庆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现
有3台车辆需处置， 公开竞卖，
欢迎有意向的单位于7月13日
下午16点前携带单位资质前往
我公司报名看车。联系电话：袁
老师 15982108685，地址：成都
市彭州市长江路159号。
●四川金通房地产估价事务所
有限责任公司 (现更名为四川
金通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
责任公司)原旧章(包括财务章
、法人章、公章、发票章)的销毁
证明因搬家遗失，特此声明。
●四川沙舟科技有限公司财务
专用章 （编号：510109512183
3）遗失作废。

●谢进510722198003082754不
慎遗失成都华星西蒙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开具的机动车销
售统一发票报税联、 注册登记
联（发票代码151002122001， 发
票号码03028005，金额303800
元），声明作废。
●卢钢（四川） 钢铁产品有限
公司原法人章（编号：510100
8174514 姓 名 ：JOHANNES DE
SCHRIJVER）遗失作废。
●成都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
原法人刘强东法人章（编号：
5101008228610）， 财 务 专 用
章 （编 号 ：5101008265279 均
遗失作废。

公 告
由成都龙跃投资有限公司

投资建设的位于四川省都江堰
市永丰街道永丰社区永安壹号
项目， 目前正在申请规划土地
核实工作， 将于2022年7月9日
至2022年7月15日在项目现场
进行公示，特此公告。
●成都会通万世新材料有限公
司发票专用章（印章编码：51
01100109984）遗失作废。
●四川金庆源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杨强法人章（编号：510104
0098334）销毁证明遗失作废。
●重庆环亚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成都分公司法人章（周林）编
号：5101120048563遗失作废。

●四川昱辉盛达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游慧法人章（编号：5101
095381012）， 公 章 （编 号 ：
5101095381009）， 财 务 专 用
章（编号：5101095381010），均遗
失作废。
●成都蓉城好屋房地产经纪有
限公司合同专用章编号：5101
075582986， 公章编号：51010
75576021，均遗失作废。
●成都京东楠苑贸易有限公司
原法人刘强东法人章（编号：
5101259012762）遗失作废
●四川省川妹子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82
0041770）、林雪梅法人章（编号
5101820041771）遗失作废。

●郫都区欣盛鼎图文设
计服务部公章（编号：510
1245248103）遗失作废。
●四川三鑫力润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公章编码：51
01055247915，遗失作废。
●邛崃金杰工程机械租
赁 有 限 公 司 公 章 （编 号 ：
5101835015549）遗失作废。
●成都市博成建筑安装工程有
限公司公章（编号51010753677
81）遗失作废。
●四川良诚美锦展览展示有限
公司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060
091761）、朱源源法人章（编号
5101060091762）遗失作废。

●成都乐禅互娱科技有限公司
杨珂法人章 （编号：5101100
194411）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市武侯区文化体育局公
章(无编码)遗失作废,特此公告
●成都市龙泉驿区惠民社会工
作服务中心法定名称章编号：
5101120020757遗失作废。
●成都青石基劳务有限公司法
人章5101162605873遗失作废。

●天府新区成都片区华阳相处
味道中餐馆范威妮法人章（编
号：5101100021391）遗失作废
●青羊区缘聚堂工艺品店公章
（编号：5101055340662） 遗失，
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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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8
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回应焦
点关切。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
发言人米锋介绍，当前，全球
疫情持续反弹，我国外防输入
压力不断增大。奥密克戎BA.5
亚分支正在成为全球主要流行
毒株，并在我国引发本土聚集
性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

“整体上，6月份全国本土
新冠肺炎疫情呈波动下降态
势，7月上旬局部地区疫情有
所反弹。”国家卫生健康委疾
控局副局长、一级巡视员雷正
龙说，近日，北京、天津、陕西
等地相继报告由BA.5变异株
输入病例引起的本土疫情，我
国外防输入压力持续加大。

雷正龙表示，各地要切实
落实疫情防控的“四方责任”，
抓好“四早”措施，严防境外

输入病例引起本土疫情，提
升本土聚集性疫情应急处置
能力，及时遏制、阻断社会面
传播，统筹疫情防控和社会
经济发展。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
合组已部署各地进一步强化
外防输入工作，加强口岸高风
险岗位人员闭环管理，入境物
品、客运航空器等风险防范，
入境人员隔离管控和口岸城
市疫情防控。”雷正龙说。

海关总署卫生检疫司副
司长李政良介绍，海关在严格
做好口岸疫情防控工作的基
础上，进一步优化入境人员采
样检测工作，将原对入境人员

“双采双检”的采样检测要求
优化为仅口咽拭子“单采单
检”，取消入境人员涉新冠血
液样本检测要求。 据新华社

最高人民法院8日发布《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充分发挥环境
资源审判职能作用 依法惩处
盗采矿产资源犯罪的意见》，要
求各级人民法院充分发挥环境
资源审判职能作用，依法惩处
盗采矿产资源犯罪，切实维护
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安全。

意见要求，人民法院要充
分发挥环境资源审判职能作
用，依法惩处盗采矿产资源犯

罪。突出打击重点，保持依法严
惩态势。落实常态化开展扫黑
除恶斗争部署要求，持续依法
严惩“沙霸”“矿霸”及其“保护
伞”。结合环境保护法、长江保护
法、黑土地保护法等法律实施，
依法严惩在划定生态保护红线
区域、大江大河流域、黑土地保
护区域以及在禁采区、禁采期实
施的盗采矿产资源犯罪。

据新华社

最高法发文
依法严惩“沙霸”“矿霸”

及其“保护伞”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入境人员采样检测
仅口咽拭子“单采单检”

今年初，家住湖南常德的夏亮被口腔溃疡困扰了一段时间，他决
定通过在线问诊寻找病因、解决痛苦。可是，他问诊的几个医生，给出
了几个完全不同的诊断结果，这让夏亮很迷惑，也对在线问诊的准确
性产生了疑问。这样的经历并非个例。近年来，“互联网+医疗健康”发
展迅速，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今年发布的第49次《中国互联网
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1年12月，我国在线医疗用户规模达
2.98亿，全国互联网医院已达1700多家。而随着互联网诊疗快速发
展，误诊白诊、先药后方、AI开处方、诊疗事故等乱象也纷沓而至，成为
埋在行业里的一颗颗“暗雷”。

互联网诊疗乱象频现

给你开处方的
是医生
还是AI？？

落实严禁AI开方
须考虑多重因素

夏亮向记者回忆说，当时他
在线问诊的第一位医生，是某三
甲医院口腔科医生。给对方看过
自拍的口腔照片并文字描述相关
症状后，该医生诊断为“上火引起
的口腔溃疡”，称“吃点消炎药，多
喝水，好好休息就没事了”，随后
开具消炎药处方，嘱其线下购药。

遵医嘱服用消炎药3天后，未
见好转，夏亮便在另外两个平台
上选了3位医生进行问诊。提供的
图文和之前一致，却得到了不同
的诊断结果：有医生认为是“舌炎
引起口腔溃疡”，有医生诊断为

“口腔发炎”，还有医生称是“念珠
菌感染”。

这3位医生均为其开具了不
同的药，搞得夏亮一头雾水。

他不敢再轻易吃药，之后去

市里一家线下医院
就诊，确诊为：由抗
生素引起的念珠菌
感染。对症下药后
病情缓解了。

北京某口腔医
院一位资深医生告
诉记者，念珠菌感染对
口腔科医生来说其实
不难判断，之所以会出
现“同样的图文，诊断结
果不一致”的情况，主要原
因还是由于在线问诊的局
限性。“口腔科医生线下问诊
时，除了观察口腔情况、询问
病情，还会按压、触摸，综合判
断得出结果。而在线问诊医生
只能凭借图文，很难准确判断，更
不用说开具处方了。”

乱象 1
三位医生三个诊断结果
暴露在线问诊局限性

受访的多名业内人士受访的多名业内人士
一致认为一致认为，“，“隔空隔空””诊疗并诊疗并
不适合所有患者不适合所有患者，，常见病常见病、、
慢性病的复诊慢性病的复诊，，是较长时是较长时
间以来互联网诊疗的定间以来互联网诊疗的定
位位。。不过不过，，对于何为复诊对于何为复诊，，
业内一直缺少具体标准业内一直缺少具体标准，，
导致出现一些监管真空导致出现一些监管真空。。

北京中医药大学法北京中医药大学法
律系教授邓勇告诉记者律系教授邓勇告诉记者，，
为了确保患者用药安全为了确保患者用药安全，，
此前我国此前我国《《处方管理办处方管理办
法法》《》《医疗机构处方审核医疗机构处方审核
规范规范》》均明确规定均明确规定，，医师医师
在诊疗活动中为患者开在诊疗活动中为患者开
具药方后具药方后，，药师要进行审药师要进行审
核核，，但相关规范并未对但相关规范并未对

““自动生成处方自动生成处方””这一行这一行
为进行明文禁止为进行明文禁止。“。“现实现实
中中，，一些平台选择一些平台选择‘‘AIAI开开
处方处方，，客户直接取药客户直接取药’’的的
模式模式，，跳过传统的处方开跳过传统的处方开
具具、、审核环节审核环节，，把开方直把开方直
接变成了接变成了‘‘卖药卖药’。’。这类行这类行
为严重违反我国药品管为严重违反我国药品管
理制度理制度，，也给患者用药安也给患者用药安
全埋下了风险隐患全埋下了风险隐患。”。”

““核心问题是核心问题是，，谁来对谁来对
医生在线上作出的诊断负医生在线上作出的诊断负
责责。。线下医院的医生线下医院的医生，，由各由各
地卫健委监管地卫健委监管，，医院和科医院和科
室也会进行规范管理室也会进行规范管理；；而而
线上的医生线上的医生，，则相对比较则相对比较
独立独立。”。”前述北京某口腔医前述北京某口腔医
院资深医生说院资深医生说。。

乱象 2

乱象 3

记者 8 日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了解到，截至目前，全国共排查经营
性自建房726万栋，初判存在安全隐
患的 26.1 万栋，对存在严重安全隐
患、不具备经营和使用条件的3.1万
余栋房屋采取了管控措施。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8日在浙江省
杭州市召开全国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
工作推进现场会。会议强调，各地区、各
部门要扎实做好排查整治工作，坚决遏

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保障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会议要求，排查进度要加快，认
真分析评估“百日行动”完成进度，对
标对表工作方案，倒排工期，挂图作
战，对安全隐患立查立改、快查快改，
确保按期完成排查工作。排查结果要
准确，统筹调配好专业力量，精准开
展排查，强化排查数据的检查和复
核，全面归集数据信息，逐栋建立工

作台账，确保排查结果真实。
会议还要求，管控措施要严格，对

排查中发现存在严重安全隐患、不具备
经营和使用条件的，要立即采取措施，
确保不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分类整治
要扎实，加快对初判存在安全隐患自建
房开展安全鉴定，依据鉴定结论分类采
取处置措施，积极探索自建房解危的经
验做法，对确实存在生活困难的群众给
予必要的帮扶，确保社会稳定。

会议强调，要加快建章立制，抓
好房屋安全管理体制、机制和法制建
设。构建房屋安全监管体制，充实基
层监管力量。建立健全部门联动的闭
环管理机制，落实好审批部门在用
地、规划、建设、使用、经营等环节的
监管责任。加强法规制度建设，注重
将好的做法上升为管理制度，推动地
方立法，完善相关政策法规，加快建
立房屋安全管理长效机制。据新华社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初判存在安全隐患的经营性自建房26.1万栋

业内尚缺具体标准
存在风险隐患

乱象频现的背后

症结何在

给在线诊疗“看病”

处方咋开

当地时间 2022 年 7 月 8
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巴
厘岛出席二十国集团外长会。
印尼外长蕾特诺主持会议。二
十国集团成员和嘉宾国外长、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
际组织负责人与会。

王毅说，当前，世界和平
与发展面临重大挑战。国际社
会期待二十国集团凝聚国际
共识、促进国际合作，为充满
不确定性的世界传递信心和
希望。我们要重温团结合作初
心，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做
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伙伴；
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伙伴；
开放包容、互联互通的伙伴。
让团结战胜分歧、合作替代对
抗，把多边主义的精神落实到
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的具体行动上。

王毅表示，各方应加强宏
观经济政策协调，推动世界经
济包容性复苏和增长；应共同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缓解全球通胀压力；应加强多
边贸易体制，营造开放、透明、
非歧视的国际贸易环境；应继
续把发展作为优先领域，加强
减贫、抗疫、基础设施、绿色发
展等领域合作。

王毅强调，中方将在乌克
兰问题上继续劝和促谈，始终
站在和平一边。期待通过对话
协商谈出和平，尽快实现停火
止战，防止冲突长期化、扩大
化。应鼓励开展认真和全面对
话，共同构建均衡、有效、可持

续的欧洲安全架构。中方将落
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发
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与各
方携手建设和平、发展、合作、
共赢的世界。

印尼外长蕾特诺表示，捍
卫多边主义、开展有效合作是
应对全球挑战的唯一途径。期
待通过本次外长会为各方搭建
沟通桥梁，增进尊重和互信，坚
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坚持和平公正、促进友好合作，
反对单边主义、孤立筑墙，共同
致力于和平稳定繁荣的未来。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
示，多边主义不是选择题而是必
答题，希望各方切实将多边主义
付诸行动，促进互联互通、开放
包容，更好应对当前紧迫挑战。

各方重点就停火止战、疫
后复苏、产业链供应链、粮食能
源安全等议题进行讨论，认为
应发挥二十国集团重要作用，
加强多边主义、弥补信任赤字，
应对紧迫挑战、防止世界分裂。

会议期间，王毅分别会见
了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印尼
外长蕾特诺、印度外长苏杰
生、韩国外长朴振、新加坡外
长维文、沙特外交大臣费萨
尔、阿根廷外长卡菲耶罗、德
国外长贝尔伯克、法国外长科
隆纳、荷兰副首相兼外交大臣
胡克斯特拉、西班牙外交大臣
阿尔瓦雷斯、欧盟外交与安全
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加拿大
外长乔利、澳大利亚外长黄英
贤等。 据新华社

王毅出席二十国集团外长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