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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定期体检，不少
用人单位也会每年为员工安排体检。然而，
最近某民营体检机构负责人提到，有的体检
机构在体检时采取“护士充医生”“抽血后扔
掉直接出结果”的造假做法，引发了人们对于
体检结果真实性的关注。

开设体检机构需满足指定条件

目前，除在公立医院内设置的体检中心
外，还有许多民营体检机构，对于这些体检机
构的性质，不少人心存疑问，这些体检机构到
底属于医疗机构吗？

对此，原卫生部在 2009 年印发的《健康
体检管理暂行规定》中规定：“具备下列条件
的医疗机构，可以申请开展健康体检：具有相
对独立的健康体检场所及候检场所，建筑总
面积不少于 400 平方米，每个独立的检查室
使用面积不少于6平方米；登记的诊疗科目
至少包括内科、外科、妇产科、眼科、耳鼻咽
喉科、口腔科、医学影像科和医学检验科；至
少有 2 名具有内科或外科副高以上专业技
术职务任职资格的执业医师，每个临床检查
科室至少具有 1 名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
任职资格的执业医师；至少具有 10 名注册
护士；具有满足健康体检需要的其他卫生技
术人员；具有符合开展健康体检要求的仪器
设备。”

由此可见，体检机构在性质上属于医疗
机构，因此在开设时需要满足指定条件。关
于医疗机构的设置、登记问题，国家卫生计生
委印发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中规定：“单位
或者个人设置医疗机构，必须经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审查批准，并取得

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医疗机构执业，必须
登记，领取《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申请医
疗机构执业登记，应当具备下列条件：有设置
医疗机构的批准书；符合医疗机构的基本标
准；有适合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有与其
开展的业务相适应的经费、设施、设备和专业
卫生技术人员；有相应的规章制度；能够独立
承担民事责任。”也就是说，体检机构作为医
疗机构的一种类型，其在设置、登记、执业等
方面都有特殊规定，同时还要接受卫生行政
部门的监督管理。

伪造体检结果将承担法律责任

人们在购买体检服务后，即与体检机构
成立医疗服务合同关系，负有配合体检机构
检查、交纳体检费用的合同义务；而体检机构
也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负有按照双方合同
约定的体检项目，为接受体检人员提供体检
服务，如实出具体检结果的义务。如若某些
体检机构存在“护士充医生”“抽血后扔掉直
接出结果”的做法，显然违背了合同义务，属
于违约行为，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
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与此同时，购买体检服务的一方属于消
费者，其合法权益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的保护，体检机构如果确实存
在上述行为，那就已经构成了欺诈，根据法律
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
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
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
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3倍；增加赔
偿的金额不足500元的，为500元。法律另有
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如果因体检机构伪造

结果导致患者未能及时就医，延误治疗的，患
者可以向出具虚假结果的体检机构主张赔偿
损失的违约责任。

另外，现在不少用人单位在招聘劳动者
时会购买体检服务，安排应聘人员在其指定
的体检机构做健康体检。如果基于体检机构
的虚假结果，造成用人单位录用有重大健康
隐患的员工，最终导致用人单位经济损失的，
单位有权向体检机构主张赔偿损失的违约责
任。

在行政责任方面，《健康体检管理暂行规
定》中规定：“医疗机构出具虚假或者伪造健
康体检结果的，按照《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
四十九条处理。”《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四十
九条中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出具虚假证
明文件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
门予以警告；对造成危害后果的，可以处以
1000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责任人员由所在
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另外，《医疗机构管理条例》中还规定：
“医疗机构不得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医
疗卫生技术工作。”同时，《医疗机构管理条
例实施细则》中明确：“任用非卫生技术人员
从事医疗卫生技术工作的，责令其立即改
正，并可处以 3000 元以下罚款；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如任用两名以上非卫生技术人员从
事诊疗活动或任用的非卫生技术人员给患
者造成伤害的，处以 3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
下罚款，并可以吊销其《医疗机构执业许可
证》。医疗机构使用卫生技术人员从事本专
业以外的诊疗活动的，按使用非卫生技术人
员处理。”也就是说，如果体检机构存在“护
士充医生”的行为，就属于前述法条中提到

的“任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医疗卫生技术
工作的”情形，这种行为可能会导致该机构
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被吊销的严重后
果。

医师造假要受相应处罚

此外，对于在体检机构执业的医师而言，
如果参与到造假行为中，会面临何种法律后
果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的规
定：“医师实施医疗、预防、保健措施，签署有
关医学证明文件，必须亲自诊查、调查，并按
照规定及时填写医学文书，不得隐匿、伪造或
者销毁医学文书及有关资料。医师不得出具
与自己执业范围无关或者与执业类别不相符
的医学证明文件。”“医师在执业活动中，违反
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或者责令暂停
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执业活动；情节严重的，
吊销其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其中一条就包括“未经亲自诊查、
调查，签署诊断、治疗、流行病学等证明文件
或者有关出生、死亡等证明文件的”。因此，
对于在体检机构执业的医师而言，应当恪守
职业道德，自觉抵制违法行为。

虽然，对于是否确有体检机构存在伪造
体检结果的违规行为，目前未有权威机构公
布，但此次风波也体现了人们对于体检结果
的疑虑。要根本杜绝这一问题，还需要有关
部门加大对体检机构的监管力度，制定更为
严苛的惩罚措施，提高违法成本，使体检机构
不敢造假。

（张飒）

体检结果造假应该承担啥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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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游人间美景选择西海国旅

老挝全景品质八日游 3999元/人
台湾环岛八日游 4980元/人
日本本州八日经典游 3999元/人
土耳其一地十日游 7780元/人
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十二日游 5800元/人
欧洲四国（一价全含）十三日游 15800元/人
澳大利亚、新西兰十二日游 13800元/人

贵州双飞6日（兰州） 2980元/人
北京天津单飞六日 2080元/人
青岛大连单飞单卧7日 2980元/人
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环飞8日 2280元/人
厦门双飞6日 3480元/人
湖南张家界双飞6日 1980元/人
桂林+贵阳双飞双动9日 3380元/人
华东五市双飞7日 2980元/人

★国家旅游局指定台湾组团社 ★中央直属企业 ★连续五年青海省综合业绩排名第一（2012-2016）★青海旅游行业示范单位
L-QH-CJ0008港中旅·中国旅行社总社(青海）有限公司
地址：西宁市水井巷商务区悦玺公寓4号楼1单元17楼 国内游8560999、出境游8560888、台湾游5111110

西宁直飞柬埔寨（4小时抵达、省时省力）12月30日3400元、3680元，1月4日2980元、3280元、3980元，1月9日2780元、1月18日3980元、4980元，1月23日3980元、4780元，1月27日4980元
中国台湾游1月7日、1月11日4980元/人，1月10日、14日、21日5580元

中国香港、澳门6日游1月6日、9日、13日发团 4280元/人（品质旅游）
德法意瑞4国13日或14日游1月12日游高品纯玩12500元，春节德法意瑞奥5国15日游2月2日 14800元/人
曼谷、芭提雅、沙美岛7日游12月30日/1月6/13日3580元,印度金三角7日游1月15日 7380元,1月20日8880元,1月25日9580元
土耳其11日游 1月21/23 /25日10499元 1月28/30日11499元，埃及超值10日游 1月7/14/21日、2月11/18/25日 7399元
斯里兰卡五星7天每周二、四、六、发团7399（五星无购物无自费），塞班纯玩自由行8天或11天每周三 9980（纯玩无购物）
日本本州全景8日游1月14/28日 6980元/人，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12日游1月1/4/6/8日5480元,2月19日6880元,1月11/18/22日6380元
悦享芽庄双飞8日游1月3日一价全含西宁起止/西宁上领队4580元 ，出海芽庄双飞8日游1月10/15/17/22/24日一价全含 4980元/人
普吉岛、斯米兰7天周一三发团 4699元，巴厘岛蓝梦双岛8天天天发团 6580（纯玩无购物），沙巴双岛7天每周三5480元
迪拜8日游12月22/29日1月5/12/19/26日4980元，南非花园大道10日游1月20/22/24日15399元，南非花园大道10日游1月20/22/24日15399元
魅力老挝双飞8日游1月8/15/22/29日，2月19/26日 西宁起止/一价全含4899元，2月5日7899元，2月12日5899元
春节澳大利亚、新西兰、海豚岛11日游 1月30日18800元/人，千人游澳大利亚、新西兰12日游1月5/14日一价全含 13800元/人

1月2日首发特色团云南双飞10日游3880元、4580元
黄果树瀑布、西江苗寨、荔波小七孔、下司古镇2飞6日游 1月2日--15日3280元/人
海南岛三亚双飞6日游3080元、3280元、3680元、3880元、4180元、4380元不等
桂林、阳朔、漓江、世外桃源、银子岩、木龙湖双飞6日游3880元 天天发团
张家界一地双飞7日游特惠价1880元高品质、带全陪
春节游 北京、天津双飞6日游 2月4日、2月5日3480元、3780元
南京、苏州、无锡、上海、杭州双飞6日1月10/12/17/19/24日1980元【2019特惠】
海南、北海、桂林10日游1月5/8/10/15日3980元，4280元
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4飞8日游3080--4880元不等，成都双卧7日游2080元
厦门、武夷山、鼓浪屿、土楼双飞8日游2780元、3080元、3380元、3680元
云南、海南4飞11日游4990元，+ 西双版纳13日游5780元（品质保证、团体优惠）

柴达木路13997013469 昆仑西路18697262387 小桥柴达木巷5512210 城北门市部8823489人民公园8060132南山路8820440康乐6361606文化街8237598 七一路8219709 同仁路8588141气象巷5125170湟源2473093大通2791999 金羚
大街15297021588 南京路6262369 海晏路6164446 文成路8176808 文景路7928038 乐都0972-8625111 海南0974-8528811 贵德0974-8555550 民和0972-8535200 民和官亭0972-8411777 互助0972-8389963 德令哈0977-8210056

青海金天下国际旅行社
宁旅[2013]18号

电话：13519772829 18809715333 0971-8254210
报名地址：西宁市西关大街32号文翔花园B座1061室

本公司提供上门服务，报名就送精美礼品
海南双飞6日 2780元起 特色团3180元
海北桂三飞10日 3050元起 特色团4100元
厦门+鼓浪屿+武夷山双飞8日 1480元起 特色团2880元
昆明+大理+丽江+版纳四飞8日 2350元起 特色团3080元
重庆+贵州双卧7天 1290元 长沙+韶山+张家界+凤凰双飞6日 1880元
华东五市双飞6日 2250元 北京+天津单飞单卧6日 2450元
贵州双飞6日 1680元 桂林双飞6日 2250元
成都+峨眉山+乐山+青城山双卧7日 1800元
另有全国各条精品线路和私人订制高品质线路，欢迎来电咨询

品质旅行社报名地址：东稍门路北公交站旁 0971-7733559 /7733551 本社另有多条国内外精品旅游线路

L-QH00289广深珠专列珠港澳大桥 海南 云南 厦门 东南亚全部特价游
咨询电话 13209788049 13086268211(以下行程报名就送688元大礼包）
1、广深珠、港珠澳大桥、香港海洋公园、桂林、阳朔、张家界大型专列13日2780元起
2019年3月16日发团凭此广告三日内报名专列者立减500元 海南三亚双飞6日游 1月6日3380元1月16日3980元

2、西宁独家游轮线路游厦门鼓浪屿南普陀送丽星游轮前往日本八重山岛屿10日游1月11日发团 2880元
3、海南三亚天涯海角分界洲岛、北海银滩、桂林漓江象鼻山双飞10日游 1月8、10、12、15日 3880元
4、云南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四飞8日游2680元 柬埔寨暹粒大小吴哥窟6日游1月4日 1999元/两人
5、西宁、北海、银滩、越南、海上桂林下龙湾、月亮湖、河内胡志明故居8日游每周三班带全陪 1480元
6、越南下龙湾河内老挝缅甸西双版纳跨国双飞11日游2880元 魅力老挝万象琅勃拉邦8日游3999元
7、泰国曼谷芭提雅新加坡马来西亚12日游1月7、8日5480元 泰国曼谷芭提雅沙美岛8日游2880元

青海艳阳天国际旅行社
北京天津单飞6日纯玩深度游 12月29日 派全陪含接送机 1900元/人
上海杭州无锡南京苏州双飞6日游 1月10/12/17日 派全陪含接送机 1900元/人
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4飞8日游 12月29/31日 派全陪含接送机 2300元/人
张家界袁家界黄龙洞天门山凤凰古城双飞6日游 12月30/1月6日 派全陪含接送机 888元/人
海南北海桂林双飞11日游 12月31/1月3/5日 派全陪含接送机 3500元/人
厦门鼓浪屿曾厝垵高北土楼武夷山双飞8日游 1月2/9日 派全陪含接送机 2700元/人
海口兴隆三亚双飞6日 12月27/28/29日 派全陪含接送机 3200元/人
旅游热线：6117648 6117649 24小时：18935588489 18935589085
报名地址：新华百货超市一楼4号铺面

青海天天假期国际旅行社
西宁市十佳旅行社 0971-6182638 6182738 18997182881
昆明/石林/九乡/大理/丽江/西双版纳四飞8日带全陪 2880元
海南/三亚/天涯海角/分界洲/南山佛教文化/亚龙湾/凤凰岭等双飞6日 3080元起
海南/三亚/兴隆/海口/北海/桂林/银子岩/古东瀑布双飞11日带全陪 3780元
长沙/张家界/天门山/玻璃桥VS玻璃栈道/湘西苗寨/凤凰古城/黄龙洞双飞6日带全陪 1780元
北京/天安门/天坛/颐和园/园明园/长城/鸟巢/水立方双/单飞6日 带全陪 2480元
上海/苏州/南京/无锡/杭州/三水乡/三园林双飞6日带全陪 1980元
厦门/鼓浪屿/集美学村/曾厝垵/南普陀/武夷山/胡里山炮台等双飞8日带全陪 3580元
贵州/黄果树/天星桥/千户苗寨/荔波大小七孔/下司古镇/双飞6日全陪班 2580元
醉美桂林/漓江/兴坪佳境/银子岩/刘三姐大观园/王城/逍遥楼/一江四湖双飞6日游带全陪 2580元
特色团海北桂漓江风光/北海银滩/三亚分界洲/猴岛/玫瑰谷/槟郎谷双飞10日游 4180元
地址：西宁市城西区西关大街纺织品大楼1单元9楼(节假日正常营业/可上门报名/赠双保险/赠户外旅行包)

青海远山国际旅游有限公司
L-QH-CJ00020

乐都：0972-8636362 15597252999大通：0971-2726882 13997002888互助：0972-8399989 15650939991
夏都大街：0971-6338060 18397125441城西区：0971-7839676 15110906427平安：0972—8689222 18997300486

美西+墨西哥深度10日游 20000元起
普吉+斯米兰半自由行 8188元
马尔代夫自由行7-8日（西安直飞） 7280元起
日本本州全景8日游 7799元
日本东京大坂双半自助8日游 8499元
美国10日游 9999元

澳大利亚/新西兰/凯恩斯/墨尔本13日游 12180元
曼谷/芭提雅/金沙岛双飞7日 3280元
宿雾岛+薄荷岛双岛游8天7晚 5380元
斯里兰卡5晚7天 9799元
询迈斑斓清迈 5380元

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13日游 5680元 北海/河内/海防/下龙湾8日游 1月2/4/5/12/19 1580元

L-QH00110

青海省华夏国际旅行社
中国著名旅游品牌 全国110家连锁 诚信企业 十佳旅行社

1.昆明/大理/丽江/沙甸/西双版纳双飞十日游 特色团3880元 大众团2280元
2.海口三亚双飞六日游 特色团3180-3880元 大众团1980元
3.海南北海桂林双飞十日游 特色团 3780元 大众团 2680元
4.厦门/鼓浪屿/集美/武夷山/艾苏哈卜清真寺双飞八日游 特色团2980元 大众团 1499元
5.云南+海南双南组合4飞11日游 4888元
6.黄果树瀑布/西江苗寨/荔波大小七孔/下司古镇双飞6日游 1899元
7.张家界/金鞭溪/水绕四门/天子山/袁家界/湘西苗寨/凤凰古城双飞六日游 1199元
8.成都/乐山峨眉/都江堰/青城山双卧纯玩七日游 1880元
9.北京+天津深度纯玩双飞6日游 2280元
10. 上海/南京/苏州/杭州/无锡双飞6日游 2280元
报名热线: 0971---8122555 8110222 13109739999（夜间）网址：www.qh57.com
报名地址：西宁市城东区西宁大厦对面黄河源假日饭店大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