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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推荐”下
病人在小店买了935元保健品

12月19日，星期二，中午，周欣
（化名）从南湖国际社区的家里赶到
四川石油管理局总医院，她的男朋
友刘拓因肠胃不舒服，正在医院看
医生。“我到的时候差不多快结束
了。”周欣回忆，她记得医生姓王，当
时拿给男朋友一张名片，并称自己
有给航天员吃的产品，说下午1点过
可以联系。

男友在医院拿了80多元的药，两
人一起吃了午饭后，周欣就去上班
了。刘拓说，自己联系王医生后，来到
医院外通济桥街的一间小铺面，“当
时医生已经在里面了，还有另一个人
也在买。”王医生给他拿了破壁松花
粉、松花伴侣片等四件东西，其中还
包括一瓶冷榨亚麻籽油。“感觉她态
度好，像长辈一样，所以当时也没多
想。”随后，刘拓通过微信向医生转账
935元。晚上，周欣回家后看到男友拿
回的“药”，觉得不对劲，“都是一些保
健食品，居然还有一瓶‘食用油’。”她
通过微信联系上王医生，提出退钱，

“王医生答应了。”
双方约定星期三退钱，当天下

午1点过，周欣来到通济桥街的这间
店面，王医生通过微信向她退了钱。

医院称只知这一起
合同到期不再续聘当事医生

21日下午，成都商报记者来到
四川石油管理局总医院，在门诊2楼
消化内科，记者没有见到王医生。

“王医生周一和周三坐诊。”消化内
科15诊室中的一位医生向记者说
道。记者注意到，墙上贴的上班安排
写着“王**副主任医师”字样，其上
班时间为星期一和星期三全天。

国家卫计委医师执业注册信
息的查询结果也显示，王医生确
实在四川石油管理局总医院执
业。出医院走300米左右，记者见
到了刘拓买保健品的门店。门店
没有营业，门面宽不到3米，店招
上写着“国珍健康生活馆”。记者
询问隔壁店面这是否王医生的店
面，得到了肯定的回答，“王医生
有时候来，有时候不在。”

“我们也是刚刚知道这件事
情。”四川石油管理局总医院思政
科一位姓焦的负责人称，目前他
们只知道这一起。“介绍病人到外
面的店里买东西，我们还没这方
面的规定。”他告诉记者，王医生
年近七旬，是医院招聘的人员。

“12月底她的合同就到期了，院长
说了，不再续聘。”

当事医生：
保健品店是用儿子身份开的

“我正在参加年会。”21日下午4
时许，记者联系上王医生时，她透过
嘈杂的背景音向记者说道。事后从现
场遗留的资料以及其他人员处，记者
发现，王医生参加的正是她门店售卖
的保健产品所属公司的活动。

“当时那个小伙因肠胃不舒服
来看病。”她回忆，因刘拓说睡眠不
太好，“我就给他介绍，我有给航天
员吃的产品。”她当时给了刘拓名
片，并告诉他门店地址，“说我1点时
有空。”今年10月前后她开了这家门
店，“是用我儿子的身份开的。”她表
示，自己并不常开门。

68岁的王医生这样解释为刘拓
选择那几样“航天员产品”：对肠胃
有好处。“冷榨亚麻籽油”，她流利地
向记者介绍，“海拔3000米以上高原
的亚麻籽，通过高科技制成油，是航
天员吃的。对于肠道吸收不好的人
有帮助，我自己已经喝了四瓶。”

除了刘拓，她印象中还有一名病
人也在门店买过东西。“我有什么错。”
她说。在她看来，自己是为了病人
好，店里的保健产品对病人身体有
好处，而且“国家支持”，只是年轻人
不懂得功效，以及政策和时代趋势。

寻访寻访6868岁王医生岁王医生 为何热衷推荐保健品为何热衷推荐保健品？？

“几十年医术丢下来以后，
不搞这个，我怎么打发时间？”

记者见到王医生
她正在听保健品“分享会”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见到王医
生时，她正在金堂一酒店的会议中
心，在参加了头一天的年会之后，一
行人又来到金堂县开展“分享会”。
她穿着便装，脖子上挂着红围巾。

“上午是北京的老师讲课，下午还有
航空方面的专家。”她说。

会场里，一男子正在大讲创新、
人工智能之类的话题，但很快又转
到松花粉上。王医生邀请记者进会
场去听，但进场需要票，“我们提前
付了钱，才安排预留了票。”她拉着
记者，不停往会场方向看去，反复念
叨着“何老师呢？”接着，她便领着记
者往里走，要去找“何老师”。

王医生嘴里的“何老师”，是她
们团队的一位负责人。“今年3月前
后，我在双流一个广场上认识了‘何
老师’。”王医生说。

对于记者和王医生的对话，“何
老师”略显警惕，她试图打断对话无
果后，转身进了会场。见状，王医生
反复向记者强调，自己说的只代表
个人，“不代表公司和产品。”

对于医院的“不再聘用”决定，
王医生显得有些“洒脱”：“下周医院
要是不让我上班，我也可以自由地
去搞我的‘健康事业’。”

为何热衷推广保健品？
“开始我也不相信”

作为一个国家二级甲等综合医
院的医生，怎么会对保健产品如此
着迷？王医生没有正面回答记者：

“最开始我也不相信。”接着，她说，
“你了解后就知道了”。

13年前儿子研究生毕业参加工
作，10年前老伴离世，1975年开始行
医的王医生回忆，儿子回家时间少，

“年轻人压力大，对我更多的还是电

话关心。”她在家里的生活很忙碌：
每天早上看《朝闻天下》，出门锻炼；
午饭后看《今日说法》；下午休息一
下，经常还要看一下专业书；“上班
的时候就更忙了。”

在王医生印象里，曾有两个（保
健产品）宣传人员去医院找过她几
次，“那时觉得很烦，听不进去。”今
年初与“何老师”遇见时，“开始我还
是不信，儿子也担心我被骗。”

“我去了何老师的店里。”她称，
她在店里看到的宣传资料上，有不
少知名人士对产品的肯定，“她们也
给我微信上发了很多资料，我看到
里面说效果很好，也符合国家的政
策。”她称，自己把资料转给儿子看
了之后，“他也不反对我了。”

“我身体不好，脖子、肝都有问
题。”王医生告诉记者，自己也在吃
这个品牌的保健品，并用儿子名义
开了这家健康生活馆，“投入了6万
块钱。”但她称，自己的店还没有盈
利过。“我只是做一个直销宣传员。
至于我挣多少，最后要看总公司。”

“我几十年的医术丢下来以
后，不搞这个，我怎么打发时间？”
王医生说。 成都商报记者 彭亮

摄影记者 张士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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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01版 市委、市政府从2013年起连
续3年将达钢搬迁列为年度重大工程，
但有关搬迁工作至今无实质性进展。

省国土资源厅2013年以来，在自
然保护区内新批准设立采矿权3宗、探
矿权11宗，为28个保护区的107个采矿
权办理延续手续，为79个保护区的192
个探矿权办理延续手续，违法违规问
题突出，生态破坏情况严重。省经济和
信息化委员会推动淘汰燃煤小锅炉等
工作不到位，未及时进行安排部署，截
至2017年7月，全省仍有1221台应淘汰
的每小时10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未淘
汰到位；属于国家明令淘汰的3家平板
玻璃和5家水泥生产企业仍在生产，环
境污染问题突出。住房城乡建设厅及
有关地市工作推进不力，全省“十二
五”规划确定的81个城镇污水处理及
配套设施项目仅完成17个，计划新增
的12496公里污水管网，实际只完成
54%；需实施的37个市、县污泥处理处
置项目，26个未按规划要求完成；已建
成的212个城市和县城生活污水处理
厂，有88个运行不正常。

全省虽已初步建立环境保护目标
责任体系，但一些地方在考核过程中
走过场，工作不严不实。广安、达州、眉
山、资阳等4个市在四川省2015年大气
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情况考核中评
定为不合格，但在当年省政府市（州）
目标管理环境保护考核中得分接近满
分。在全省2016年城市集中式饮用水
水源地水质达标率考核中，19个市州
得分相同，并且均超过考核设定的最
高分值。成都市2016年有19个区（市、
县）未完成PM2.5考核目标、21个区
（市、县）未完成PM10考核目标，但考
核得分均在95.1至100分之间，与实际
完成情况严重不符。

二是长江部分支流水环境形势严
峻。2016年，长江干流四川段、金沙江、
沱江、岷江、嘉陵江等五大流域约30%
的监测断面水质不达标，87个地表水
国家考核断面优良水质比例72.4%，低
于当年考核目标4.6%。沱江是长江重
要的一级支流，但流域内38个省控以
上断面Ⅳ和Ⅴ类水质断面比例从2013
年29.0%上升至2016年66.7%，水环境
质量持续恶化。流域内应提标改造的
71个污水处理厂有67个未按期完成；
1928家规模化养殖场有662家无治污
设施，719家仍位于禁养区。上游绵竹
市磷化工企业11个不规范堆场堆存
磷石膏约2000万立方米，长期未进行
整治，大量磷石膏淋溶水直排沱江支
流石亭江，导致石亭江总磷浓度长期
超标。位于中游的简阳市约17万城镇
居民生活污水直排，5个工业聚集区
有4个未建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已
建成的也不能正常运行。位于下游的
威远县第二污水处理厂应于2016年底
前建成投运，但至督察时仍未开工建
设，城区每天约1.8万吨生活污水直排
威远河。

岷江是长江重要支流，2016年流
域水质达标率仅为61.5%。眉山市位于
岷江干流的中游，由于全市小流域污
染治理工作不力，导致思蒙河、醴泉
河、毛河、金牛河等岷江支流水质长期
为劣Ⅴ类，严重影响岷江干流水质。该
市主城区及岷东新区、彭山城区每天

约6万吨生活污水直排；12个市级以
上工业园区有6个未建集中污水处理
设施；1455个规模化养殖场仅161个
开展治理，应关闭的221个养殖场仅
完成7个。

峨眉山市城区污水处理厂因进水
浓度低而长期运行不正常，2016年进
水化学需氧量平均浓度不到70毫克/
升，2017年1至7月仅为82毫克/升。市
政府虽于2013年1月召开常务会决定
彻底解决雨污混流问题，但之后没有
开展督促检查和工作考核，有关工作
一直没有落实。

三是部分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力度
不够。成都市2016年优良天数比例仅
为60.5%，比2014年下降2.6%，PM2.5、
PM10和优良天数比例未完成年度目
标任务。全市重型柴油车和非道路移
动工程机械污染严重，督察期间随机
抽检17辆柴油车，其中5辆尾气排放超
标，1辆农用拖拉机和1台履带式挖掘
机所用燃油硫化物分别超标9.5倍和
19倍。2016年省有关部门抽查185座加
油站和4座储油库，发现119座加油站
和1座储油库油气回收装置不合格。全
市在用的410台锅炉，仍有322台存在
超标排放问题。市城管委扬尘污染治
理管控不到位，未按要求制定相关政
策、规范和标准，建筑工地扬尘污染问
题突出。

德阳市2014年至2016年优良天数
比例逐年下降，分别为74.2%、73.0%和
67.8%；2017年上半年，PM10、PM2.5
平均浓度同比分别上升6.3%和10.7%，
优良天数比例下降至60.8%。督察发
现，全市114家砖瓦企业中，90家未建
除尘设施，105家未建脱硫设施。资阳
市2016年PM10年均浓度同比上升
15.1%，比2013年上升20.9%，PM2.5年
均浓度同比上升13.3%，优良天数比例
同比下降5.11%。全市建成区仍有42台
燃煤小锅炉未淘汰到位，138户砖瓦企
业中74%没有脱硫除尘设施。

四是部分领域生态环境问题突
出。全省自然保护区环境问题多见，
泸州市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内仍有19个码头、57处
砂石堆场、1家建材公司及混凝土搅
拌站等未整治到位。凉山州螺髻山省
级自然保护区建有大唐普格海口风
电场，该项目道路、风电基座等非法
占用保护区草地56.3亩，施工过程中
约36万立方米弃渣随意倾倒，破坏草
原生态环境。

全省建成的4871个水电站多数采
用引水式开发，由于下泄流量工程措
施和监控措施不到位，生态流量下泄
监管困难，部分河段出现河道减水或
断流。青衣江和大渡河流域干支流水
电开发建设密度大，多级电站截流，下
泄生态流量得不到保障，水生态功能
受到严重影响；周公河雅安段不到50
公里建有近10座水电站，并且全部截
断河流；小水河在34公里河道上建有
28座水电站，开发强度过大和无序开
发问题突出，带来不良的生态影响。

督察要求，四川省要深入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生
态文明建设思想，坚决扛起生态文明
建设的政治责任。坚持解决突出环境
问题与加快建立长效机制相结合，系

统谋划、综合施策、统筹推进沱江、岷
江等长江支流水污染防治和成都平原
等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全面提升生态环境系统
保护水平。强化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
一岗双责，依法依规严肃责任追究，对
于督察中发现的问题，要责成有关部
门进一步深入调查，厘清责任，并按有
关规定严肃问责。

督察强调，四川省委、省政府应根
据《环境保护督察方案（试行）》和督察
反馈意见要求，抓紧研究制定整改方
案，在30个工作日内报送国务院。整改
方案和整改落实情况要按照有关规定
及时向社会公开。

督察组还对发现的生态环境损害
责任追究问题进行了梳理，已按有关
规定移交四川省委、省政府处理。

王东明指出，中央环保督察组反
馈意见，充分肯定了党的十八大以来
四川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取
得的成效，严肃认真指出了存在问题，
明确提出了整改要求，有利于我们更
好地履行主体责任，改进工作、补齐短
板，不断改善我省环境质量。全省各级
各有关部门要坚决抓好督察反馈意见
整改落实，扎实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各
方面工作，推动我省生态文明建设再
上新台阶，加快建设美丽四川。要提高
政治站位、树牢“四个意识”，把坚决维
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
和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推进绿色发展
的具体工作中，增强做好生态文明建
设和环境保护工作的思想自觉和行动
自觉，坚决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持久
战，整体提升全省生态文明建设水平。
要全力抓好中央督察反馈问题整改，
严格落实“清单制+责任制”，加强跟
踪督办，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
音，坚决把问题全部如期整改到位，做
到问题不查清不放过、整改不到位不
放过、责任不落实不放过、群众不满意
不放过。要举一反三全面梳理，扎实抓
好污染防治“三大战役”、大规模绿化
全川行动、加强生态修复和荒漠化防
治、推进大熊猫国家公园建设等生态
建设和污染防治领域重点工作，持续
用力、久久为功，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
美好环境的需要，切实筑牢长江上游
生态屏障。要加强建章立制和宣传引
导，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大执法
监管力度，以零容忍的态度严厉打击
环境违法犯罪行为，努力营造生态环
境保护人人有责、人人参与、人人共享
的良好社会风尚，推动绿色发展理念
在四川落地生根。要压紧压实责任，坚
持领导带头、以上率下，以务实作风抓
好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主
动认领问题、主动担当担责、主动抓好
整改，把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一项一
项落实到位，对履职不到位、责任不落
实、问题整改不力、弄虚作假的严肃追
责问责。

反馈会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
开。督察组有关人员，四川省委、省政
府领导班子成员，省人大常委会党组
书记，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代理检察
长，省直各部门、中央在川单位、部分
国有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加
会议。各市（州）、县（市、区）党委政府
领导班子成员等在分会场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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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01版 四要强化落实，防止
空谈责任。要加快建立生态补偿
制度，强化绿色低碳发展政绩
考核问责，近期要抓好雾霾预
警各项措施的落地落实，共同
推动空气质量持续好转；同时
要加强宣传引导，持续宣传大
气雾霾防治的长期性、复杂性、
艰巨性，积极倡导“共建共治共
享”理念，努力营造生态环境保护
人人有责、人人参与、人人共享的
良好社会风尚。

市领导谢瑞武、左正、刘守
成、刘宏葆、刘筱柳、张正红，市
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
领导小组副组长毛志雄，市长
助理、市政府秘书长韩春林参
加会议。

上接01版 一枚枚茶叶在杯
中舒展，清香四溢。紧接罗强的开
场白之后，樊建川、方方、张建华、
钟锂、王健、王永忠、李炜、郑莹莹
等来自众多行业领域的网友和市
民，围绕更好履行市民社会责任、
抓好项目施工统筹、加强汽车尾
气治理、广泛开展环保宣传沟通
等主题踊跃发言，并就身边群众
及网友们广泛关注的问题，与市
经信委、市环保局、市人社局、市气
象局等部门负责人现场互动沟通。
话筒在你我间来回传递，现场气氛
十分热烈。

茶色褪去，意蕴悠长。不知不
觉中，两个半小时的座谈接近尾
声。罗强感谢大家所提的宝贵意见
建议，他说，当前，我市大气污染防

治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环境的
彻底改善不可能一蹴而就，“既要
打攻坚战，更要打持久战”，客观认
识今后可能出现的反复。“任重道
远，但充满信心！”罗强说，信心，来
自于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的
坚强领导，来自于通过实战磨砺出
的干部队伍，来自于广大市民网友
的意见建议和对我们这座城市未
来的美好向往。城市如同一个家
庭，宜居宜业的生活环境需要我们
每个家庭成员共同努力，想一想我
为这个城市做了什么、还能多做些
什么，共建、共治、共享我们共同的
美好家园。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田蓉，
副市长张正红，市长助理、市政府
秘书长韩春林参加座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