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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违规
此次被曝光的27家定

点医疗机构，出现的违规、
违约行为主要包括“进销存
台账不吻合、不合理检查和
用药、在床率不达标”等。

如何处罚
2家定点医疗机构被解

除定点医疗机构医保协议；
25家医疗机构被中止定点
医疗机构医保协议，时间最
短1个月，最长达6个月。

大数据分析机制
医保智能辅助审核系

统，有一个庞大的基础数
据库，包括各类医保政策、
临床诊疗规范、医保药品
等，可对海量医保报销单
据及明细数据进行全面、
精准审核。

27家违规定点医疗机构
被解除或中止医保协议

市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加大对违规、违约行为的查处力度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从成都市
医保局获悉，2016年1到6月，共有
27家定点医疗机构被解除或中止
医保服务协议。其中，都江堰红十
字会医院和武侯晋南中西医门诊
部，2家定点医疗机构被解除定点
医疗机构医保协议。还有 25 家医
疗机构被中止定点医疗机构医保
协议（含科室）。定点医疗机构中止
医保协议的时间最短1个月，最长

达6个月。
据市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此次被曝光的定点医疗机构出现
的违规、违约行为主要包括“进销
存台账不吻合、不合理检查和用
药、在床率不达标”等。

记者了解到，对于违规的定点
医疗机构，市医保局会定期进行曝
光公开。今年 2 月，市医保局也曾
曝光71家违规定点医疗机构 ，其

中7家被解除医保协议。
据该负责人表示，今后，成都

市将运用大数据分析机制，开展对
医疗服务行为和就医行为的监管，
加大对违规、违约行为的查处力
度，定期通报处理情况，并配合公
安部门，做好医疗保险基金欺诈案
件查处和移送工作。

据了解，成都市建立的医保智
能辅助审核系统中有一个庞大的

基础数据库，包括各类医保政策、
临床诊疗规范、医保药品等，可对
海量医保报销单据及明细数据进
行全面、精准审核，历次曝光的不
少违规行为就是通过大数据发现
疑点，然后实地检查发现的。成都
市将继续通过大数据开展对定点
机构、重点人群、重要疑点数据的
监管。 成都商报记者 王垚 实习
生 李家庆

生活中，做生意，铺面门口放
两个石狮子，避邪纳吉，可谓常
事。不过，在成都西体北路5号门
前，却有两只石狮子被放到了人
行道上，成了一对“挡路狮”，且一
挡就是两三年。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来到西
体北路 5 号，看见了这两只石狮
子，它们被弃置在人行盲道与自
行车道阶沿之间的地方。大约 80
厘米高，底座长 50 多厘米，宽 40
厘米左右，石狮子表面许多部位
已经覆盖上了一层青苔。

“这两个石狮子放在这个人
行道上大概有两三年了，一直都

没人管。”在街对面做了十多年生
意的高先生还半开玩笑地说，“谁
要就去搬走，说不定还可以镇风
水呢”。在西体北路 3 号门口一
位保安小伙也表示，自己两年半
前来这里上班时，它们就已经在
这里了。

另据市民刘先生介绍，石狮
子尽管没有放在人行道的正中，
但还是带来了不便，“过上过下，
怕碰到人，尤其是在晚上。”同时，
刘先生也表示，这么完好的一对
石狮子，丢了也怪可惜的。

那么，这对石狮子是何人放
置在这里的呢？在一旁做生意的

石先生介绍，石狮子原本是一家
火锅店的，“当时是放在铺面台阶
上的，两三年前火锅店关门，就没
有要了。”随后，火锅店换成了一
家小额贷款公司，石狮子就被挪
到了外侧的人行道上。但如今，该
家贷款公司也从此处搬离了。

随后，记者来到辖区的西体
路社区，据社区一位工作人员介
绍，原则上石狮应该由其所在区
域的物业公司管理。接下来，将与
物业进行协商。如果核实了这对
石狮子的确是废弃的，会报给街
道办，想办法把它们挪走。 成都
商报记者 杜玉全 实习生 邹近

周边环境脏乱、车辆乱停乱放、公共设施缺损……所有您身边的涉
及民生和公共利益的问题，您都可以向我们反映。成都商报“民声直通
车”专栏，倾听市民呼声，回应市民期待，联系相关部门，促进问题解决。
您可以拨打本报热线电话86612222，也可以进入成都商报客户端“投诉”
栏目，点击“投诉求助戳这里”上传您的投诉。

市环保局：扎堆烧纸钱
PM2.5、PM10浓度会飙升

农历七月十五，是传统的中元
节，以烧香烛纸钱的方式来表达对
祖先的敬意和孝心是自古流传的习
俗，但乱烧纸钱又会为空气质量和
城市管理带来不小的影响，甚至国
内不少地区出台了禁烧令。那么，烧
纸钱到底会对空气质量产生怎样的
影响？

昨日，成都市环保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焚烧纸钱所产生的细颗粒物甚
至比 PM2.5、PM10 的体积还要小，集
中烧纸钱则会导致空气中的 PM2.5、
PM10和一氧化碳等主要污染物的浓
度明显上升。

“根据以往空气质量监测数据统
计，尤其在纸钱焚烧的集中之处，细颗
粒物排放到空中，就会导致当地空气
中的 PM2.5、PM10 和一氧化碳等主
要污染物的浓度明显上升。”对于集
中烧纸钱对空气质量产生的影响，成
都市环保局相关负责人很肯定地说，
这些细颗粒物不仅影响“成都蓝”，更
会侵入人体的肺部，对人体健康造成
危害，而其危害程度堪比吸烟。同时，
焚烧之后，在公共区域留下的灰烬，会
对城市环境造成影响，留下的安全隐
患也着实不小。

那么，怎样祭祀才能既尽孝又环
保呢？该负责人建议道：祭祀亲人，方
式多种多样，不仅仅是烧纸烧香，还可
以选择用鲜花祭祀等方式来代替焚烧
纸钱。如果确实要点火烧纸钱的，最好
找个相对空旷、空气流通的地方，远离
电线、枯枝烂叶等可燃物。在祭祀物品
的选择上，我们也可以相对控制数量，
选用质量较好的祭祀品，避免焚烧过
量劣质祭祀品，从而产生更多有害物
质，危害人体健康。

同时，该负责人建议，各区（市）
县可以考虑在中元节前后，在各片
区划定一块专门的焚烧区，对需要
点火焚烧纸钱的市民进行地点和时
间段的疏导，帮助大家文明祭祀、环
保祭祀。

成都商报记者 李彦琴

日前，国家食药监总局通报称，成
都荣乐化妆品有限公司所产两批次防
晒类化妆品未检出批件及标签标识的
防晒剂二苯酮-3。同时被通报的还有
柏氏、丸美、韩束、韩后、温碧泉、索芙
特、雅漾等知名品牌。据悉，部分品牌
产品流入成都、绵阳等地。

据成都市食药监局消息，早在国
家食药监总局通报前，已对成都荣乐
化妆品有限公司展开前期调查取证，8
月10日正式立案调查。

15日，成都商报记者从成都市食

药监局了解到，目前，已要求各区（市）
县局立即通知辖区化妆品流通企业开
展自查，对《通告》中涉及的84批次防
晒类化妆品一律停止销售，就地封存，
等待厂家召回；对涉嫌假冒的产品，要
深查深究相关经营企业的进货渠道，
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化妆品行为，
涉嫌犯罪的依法移交公安机关。

同时，据成都市食药监局化妆品
监管处负责人介绍，早在国家食药监
总局通报前两月，成都已对成都荣乐
化妆品有限公司开展了前期调查取
证，并于8月10日立案调查，“目前，初
步判断未检出二苯酮-3 的主因是生
产工艺。不过，据企业方面介绍，尚不
能确定检出地售卖的产品是否为冒
牌。正在申请核查。”

成都商报记者 王春

■成都汇康医院 ■成华东区医院 ■成都城北医院 ■成都天府妇科医院 ■成都普济中医药研究院附属门诊部
■锦江区第二人民医院 ■成都九星医院 ■成都成双医院 ■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中止口腔科医保业务）
■成都市新都区中医医院（中止耳鼻喉科医保业务） ■成都欣元医院 ■新都新居诊所 ■新都九康诊所
■新都区新繁镇刘佃元痔瘘诊所 ■成都市新都区人民医院（中止口腔科医保业务） ■金堂瑞博中西结合医院
■崇州崇德卫生院（中止门诊统筹（一般诊疗费）医保协议） ■崇州上元卫生院（中止门诊统筹（一般诊疗费）医保协议）
■双流区伊人妇科医院 ■双流区弘德医院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警官学院医院 ■温江恒康医院 ■温江府都医院
■温江洲济堂诊所 ■阳光门诊部

■都江堰红十字会医院 ■武侯晋南中西医门诊部

（二）中止服务协议的定点医疗机构名单

（一）解除服务协议的定点医疗机构名单

曝光名单

就地封存不合格防晒霜
市食药监局：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化妆品行为，涉嫌犯罪的依法移交公安机关

近日，成都连续高温，最高达
到36℃，据最新气象信息，未来一
周高温将会持续。在这样的高温
天气里，如何选择防晒类化妆品
成了市民共同关注的话题。

成都市食药监局化妆品监
管处负责人提醒市民，在选购防
晒类化妆品时，首先，要检查包
装盒上的标签内容是否齐全，特
别要检查包装上是否有特殊用
途化妆品批准文号。进口化妆品
应标明进口化妆品卫生许可证
批准文号及经销商代理商名称、
地址。其次，市场上防晒产品防
晒系数有高有低，应根据不同使

用场合行用不同防晒系数的产
品，并非防晒系数越高越好。防
晒系数越高说明产品使用的防
晒剂种类多，浓度高，对皮肤的
刺激同时增加。

另外，目前市售的防晒化妆
品种类很多，有防晒乳液、防晒
霜、防晒凝胶和防晒喷雾等，油性
皮肤最好用水性防晒用品，如防
晒乳液；干性皮肤用防晒霜和防
晒凝胶；防晒喷雾作为一种新产
品，有易涂抹，方便携带的特性，
适合长时间日晒需要隔一段时间
补涂的消费者。因此，消费者应根
据自己皮肤状况和需要来选择不

同类型的防晒品。
那么，在使用防晒类化妆品

时消费者应该注意些什么呢？该
负责人提醒，使用防晒产品前应
观察产品的颜色是否自然，若从
原先的颜色变为发黄、发褐、发黑
或有白色斑点，说明已腐败、变
质。同时，要学会闻气味。因油脂
酸败、细菌发酵等会引起产品气
味发生变化，应选择有芳香气味
的产品，不要选购有异味、刺激性
气味的产品。

如发现问题产品可及时拨打
12331投诉举报，最高可获得30万
元的现金奖励。

举报虚假化妆品 最高奖励30万

石狮子“霸占”人行道 市民呼吁尽快搬离

成都上空
出现美丽的

丁达尔
现象
2016年8月15日傍晚，成

都市区蓝天白云，一缕缕金色
的阳光透过云层的间隙，照射
在成都的高楼大厦上，形成一
种美丽的“丁达尔现象”。

当太阳光照射雾气或是大
气中的灰尘时，从入射光的垂直
方向就可以看到条条光路，从而
形成这种壮观的丁达尔现象。
成都商报记者 王勤 摄影报道

四川首次评出80家
省级示范农业主题公园

怎样留得住乡愁？怎样让城里孩
子知道大米不是超市长出来的？怎样
走近我们绵延数千年的农耕文明？现
在，你带着孩子逛“公园”就可以解决
上述问题。近日，成都商报记者从四
川省农业厅获悉，80家省级示范农业
主题公园名单已经公布，这是四川首
次评定省级示范农业主题公园。农业
主题公园将以其鲜明的农耕文化特
色，让城市人领略当年男耕女织的田
园生活。

“农业主题公园”到底是什么模
样，是“超级农家乐”？还是升级版的家
庭农场？省农业厅产业处的一位负责
人告诉成都商报记者，近年来他们拟
了一份《农业主题公园建设规范》，对
农业主题公园的建设、形态提出了清
晰明确的要求。

按照《规范》的阐释，农业主题公
园以农业生产为主体，将农业生产、农
村生活、农耕文化与自然景观有机融
合，能够展示农业景观、提供农事体
验、科普教育、娱乐项目和特色产品，
配套服务设施完善，具有观光、休闲、
游憩、体验、健身、教育和康养等功能
的休闲农业形态。单看这个很长的概
念，就能看出它的高要求和复合性。产
业处的负责人称，简言之农业主题公
园就是以农业生产为基础功能，休闲
设施完备的公园，“农耕文化是它的灵
魂，要让游客看得到、摸得着、能体验
农耕生活、农耕文化”。

此次历经近一年时间评选出的
省级示范农业主题公园，要求产业
基地规模 1000 亩以上，农业产业基
地面积应占总面积的80%以上。省级
示范农业主题公园考察评分项目分
为五大类几十个小项，园区是否有
WI-FI 覆盖，男女厕所是否分开都
在考察之列。是否设置有农事体验、
农耕文化宣传等，在考评中都占有
较大权重。

首批公布的 80 个省级示范农
业主题公园，10 个分布在成都。分
别为新都区花香果居、蒲江县成佳
绿茶公园、金堂县三溪国际脐橙观
光园、新津县花舞人间、邛崃市大
梁 酒 庄 、都 江 堰 市 茶 溪 谷 家 庭 农
场、大邑县中国·成都蓝莓博览园、
温江区万春镇农业生态主题公园、
天府新区紫颐·香薰山谷、双流区
牧山香梨观光园。

成都商报记者 李秀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