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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科技日报》报道 近年来，互联网医院被寄予厚望，政策红利不断释放，受益于互联网医院的患者也有很多。不过，就
整体而言，互联网医院的潜力并没有充分被挖掘。据不完全统计，全国超过1.3万家二级以上医疗机构中，建成互联网医院的
仅约1700家。国家远程医疗与互联网医学中心、健康界研究院联合发布的《2021中国互联网医院发展报告》则显示，超9成
互联网医院处于建而不用或浅尝辄止的“僵尸状态”。

互联网医院萌芽时，流
行做掌上医院，就是把挂号、
缴费、查报告等线下流程搬
到移动端。很多公司追着医
院承诺免费建掌上医院，一
些医院可能每天要来好几拨
互联网医疗企业的代表。

但由于整个行业缺乏
明确的规范，打擦边球的行
为显然成为了摸索盈利模
式的常态。各平台利用在
线医生、医疗咨询、医疗客
服等手段来当网络医托的
现象层出不穷，而竞价排
名、假医生假药的问题也不
断被曝出。这些行业乱象
使患者用户对互联网医疗
产生了极大的心理阴影，几
乎到了谈“互联网医疗”色
变的程度，这也使得市场在
2016年迅速步入寒冬。相
关企业要么裁员转型，要么
宣布“死掉”。一些医院蓦
然发现，掌上医院工程“烂
尾”了。寒冬笼罩整个行业
一年有余。

2019年8月，国家医保
局发文指出，符合条件的互
联网+医疗服务可纳入医
保。2020年 11月，国家医
保局发文完善互联网+医疗
服务医保支付政策。至此，
政策闭环初步形成。“第一块
冰开始松动的时候，其实意
味着春天已经来了。政策为
互联网诊疗打开了一个合
理、合法的小口子。各大医
院尤其是公立医院开始了各
种各样的尝试。”现任圆心科
技集团旗下圆心医疗首席战
略官的曹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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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初，新冠病毒肆
虐。外地患者进不了北京，医
院又控制人流防止交叉感染，
北大肿瘤医院的门诊楼随之
冷却下来。而冷却背后是被
压抑的需求：患者要复诊、要
拿药、要检查……患者急，医
院也急。急众人所急，政策再
度出手——为互联网医院审
批大开绿灯，鼓励在线诊断、
开处方、寄药品……一大批公
立医院在2020年拿到互联网
诊疗的执业许可，北大肿瘤医
院就是其中之一。为尽快推
出互联网医院，北大肿瘤医院
信息部主任衡反修和团队常
常熬到半夜，直到2020年6月
App正式上线。1年半后，北
大肿瘤医院线上门诊量突破
12万，占总门诊量的12%。线
上诊疗收入超1.5亿，占总门
诊收入的9%左右。

据《2021 中国互联网医
院发展报告》，2020年我国建
成互联网医院达1004家，相
比上一年的 197 家，增长超
400%。其中，公立医院发起
的互联网医院占据近 7 成。
据动脉网数据，2021 年 1 月
至 4月建成的 146 家互联网
医院中，约四分之三由公立
医院主导建设。很多公立医
院逐渐有这种意识——把散
落在第三方平台的自家医生

“拉”回到自家平台上。但拉
力显然不够强，最大的阻力
在于物价和医保跨域支付政
策。

“国家围绕互联网医院的

服务定价、报销、支付等已出
台相关政策，但在省市医保
统筹区，这些政策却未得到
有效执行。”国家远程医疗与
互联网医学中心办公室主
任、中日友好医院发展办主
任卢清君说。定价令公立性
互联网医院陷入重重困境。
医事服务费普遍定价低，无
法覆盖成本，医院负担重，医
生积极性受挫。医院也没有
强制要求医生线上接诊，其
互联网医院处于亏损和基本
闲置的状态。

还有些定价“一刀切”，专
家号和普通号价格一样。衡
反修说：“医院不靠这笔钱创
收。但定价是一杆秤，衡量着
医生的劳动价值，应该有差
异。而且，统一价格不利于患
者分流。”不过，公立性互联网
医院受政策约束，定价只能按
规定来。医学咨询亦如此。
由于医学咨询服务不属于国
家医保目录上的项目，医保不
对其定价。同时，医院不能自
行定价收费，否则相关部门会
以“乱收费”名义开出巨额罚
款。“所以，公立性互联网医院
要么无偿做医学咨询，要么不
做。很多医院觉得，那不如不
做。”卢清君无奈地表示：“原
本最有资格和能力做医学咨
询的公立医院及其互联网医
院，却因收费限制而无法提供
医学咨询和就医指导服务。
患者只能求助于企业搭建的
医学咨询平台，资讯可信度和
科学性都难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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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现有规定，互联网医院只
有两种类型：实体医疗机构的互
联网医院；依托实体医疗机构独
立设置的互联网医院。无论哪
一种，互联网医院必须依托实体
医疗机构。企业参与互联网医
院建设只能作为技术供应方。

“但在金融运作巨大利益驱使
下，部分互联网医院被当做用于
资本运作的‘牌照’，而且违规违
法的动作很多。”卢清君表示。

一些互联网企业依托基层
一级医疗机构获得互联网医院
执业许可证后，主导了互联网医
院的建设运营管理，试图把医院
变成“企业”，甚至借助互联网医
院资质开展“先开药后补方”、以
咨询名义变相进行互联网首诊、
处方垄断加价等违法行为。此
外，还有些企业提供不专业的技
术对接方案，给医院数据安全、
生产系统的业务性能以及患者
隐私保护带来潜在风险。“很多
企业想的是抢入口、抢赛道、抢
融资，但真正要把互联网医院建
好，需要业务和技术上的长期积
累和沉淀。”曹磊直言。由于一
些企业热衷于跑马圈地，互联网
医院的真正面容变得模糊不
清。“关于互联网医院的很多概
念被混淆了。”卢清君说。

业内人士寄希望于强有力
的监督手段遏制上述乱象。目
前，全国绝大部分省市都建立了
互联网医院监管平台，国家卫健
委已发布互联网医院行业准入
规范和细则，《互联网诊疗监管
细则（征求意见稿）》也已向全社
会公开征求意见。可是，省级监
管平台能力参差不齐，而且普遍
缺乏监督执法力度。“谁来管？
谁来罚？罚多少？卫生监督、市
场监督的执法权限和执法范围
不明确。”卢清君说，“现在是有
监督管理条文、没有监督执法机
制。假如只有法律、没有警察，
能制止犯罪吗？”

衡反修也表示，互联网医
院监管平台主要用来准入登记
和传输基本数据，现场复核、行
政处罚等实质性监管手段的确
有欠缺。通往互联网医院的路
并不明朗，很多医院在建与不
建互联网医院的十字路口张
望。对此，卢清君解释：“关于
互联网医院发展的地方政策配
套措施未及时跟进中央政策，
且互联网医院监督执法主体缺
位，现有政策难以有效落实，制
约了我国互联网医院规模化和
规范化发展。”

市场推波助澜
互联网医院现乱象

超九成建而不用

互联网医院咋成了“ ”？僵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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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互联网诊疗咨询服务台科技日报记者代小佩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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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价急售别墅
哈尔滨私产别墅，因房主

出国着急售卖，6000元/平米。
房屋建筑面积约 400 平米，车
库 2个，毛坯房，别墅内自带庭
院面积 1000平米，院内山林约
2000 平米。小区还配套高尔
夫球练习场、钓鱼池、滑雪练习
场、温泉等设施，免费对业主开
放。

联系电话

19845256893

出售香坊松海路 88号置信澜悦
东方洋房。使用面积：一层 120平方
米，负一层150平方米，带超大南北两
个阳光井 ，一层南北两个户外花园面
积116平方米，另有20平米储物间。

户型合理，利用率高，储物空间特
别多。整房全进口材料家具，豪华装
修，品质生活，因去外地发展，希望将
此屋转让给真正喜欢的主人！
配套：地铁3号线；香坊重点松乐学校

九年一贯制学校在建；德强小学一批次
报名，校车小区门口一站直达。万科物
业，管家服务，小区环境设施极佳。

联系电话

13664646555

急 售 洋 房

黄河路宣庆小区，6楼私产
（层高7层），建筑105平米，使用
70平米，两室一厅一卫，中档装
修送家具，24小时包烧供热，拎
包即住。小区生活便利，院里有
启明星幼儿园、宣庆小学和中
学。临近公交站台、工大二校
区、龙塔、湘江公园，生活方便，
院内可停车，院内有中心公园，
配套设施齐全！低价出售，可贷
款，随时看房！

联系电话：赵先生

抵账房低价出售

急售松北花园洋房
哈尔滨松北区天鹅湖花园小区

31 号楼洋房一套，因房主迁移外省
着急售卖，价格可面谈。房屋建筑
面积 180 平米，四楼（顶层），毛坯
房，三室二厅二卫带阳台，地热房，
私产房屋。房屋紧邻松北虎园、哈
尔滨大剧院，小区园林面积占比
30%以上，环境好，位置佳。

联系电话

19845256893

面积800米（2层），动
力电、上下水、室内卫生间，
另有 100米厂房，位于松北
区庙台子火车站附近。

联系电话

厂 房 出 租

出租出售写字间/办公室两套
哈尔滨道里区上海街 7号

海上银座写字楼，因房主迁移外
省着急售卖，价格可面谈。房屋
建筑面积一套130平米；另一套
170平米，精装修，两套房在一个
楼层，可一并购买也可单独出
售。房屋地点好，位置佳，属观江
房可俯瞰松花江，房主去年重新
装修完毕，新换中央空调系统、供
暖系统，且走廊正对电梯门处有
约5平方位置可放置牌匾。

19845256893

大方里小区现有车
库一处，使用面积 40 平
米，有取暖，有照明电，可
存车或做库房。

联系电话

车库出租

★中缝刊登的信息不作为双方交易的法律依据，交易时
请认真核实相关证照，谨慎付款，自行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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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11日晚，中国福利彩票
双色球游戏进行第2022005期开
奖。当期双色球红球号码为07、
10、12、16、19、31，蓝球号码为
16。当期双色球头奖开出2注，
单注奖金为1000万元。这2注一

等奖花落2地：北京1注,湖北1
注。二等奖开出74注，单注金额
37万多元。当期末等奖开出985
万多注。当期红球号码大小比为
2:4，三区比为 2:3:1，奇偶比为
3:3。其中，红球开出一枚斜连号

31；一枚重号19；一枚隔号16；一
组偶连号 10、12；蓝球则开出
16。当期全国销量为 3.88 亿多
元。计奖后，双色球奖池金额为
11.56亿多元。下期，彩民依然有
机会2元中得1000万。据中彩网

双色球头奖中出2注1000万

6日晚，福彩双色球22003期
开奖号码公布，中奖号码为红球：
02、05、16、17、18、30，蓝球：06。
来自海口的一张机选5注单式彩票
中 出 1 注 一 等 奖 ，单 注 奖 金
7708412元。中奖站点为海南省海
口市龙华区富兴街6号铺面。

5日下午，她路过龙华路富兴
街一家彩票站点时，顺手买了一张
彩票，之后就和往常一样将精力投
入到工作和生活中，并没有第一时
间关注开奖信息。直到周末在朋友
圈刷到中奖站点的图片，发现竟然
是自己买过彩票的那家，才赶紧拿
出彩票核对中奖信息。王女士表
示，她购彩次数并不多，号码也全是
机选，“买一张10元的双色球彩票，
如果看到彩票站点了，我就会买一
张。”王女士说，“特别震惊！我反复
核对了好多好多遍，才确认自己真
的中奖了。”此前她也曾做过中大奖

的梦，但从没想过自己真的会中奖，“哪怕现在
已经办完领奖手续了，我还是觉得不太真实，
感觉像在梦里。”

10日，福彩双色球22003期一等奖得主
王女士（化姓）和朋友一起来到海南省福利彩
票发行中心，兑走大奖770万元，并现场向海
南省福利基金会捐赠3.8万元，用于支持福彩
公益事业。“希望可以把我的好运分享给更多
的彩民，新的一年大家一起中大奖！”

据中彩网

双色球770万得主领奖后
现场捐3.8万！

近日，常州市民采用选五四胆全
拖玩法，在第2022006期倍投揽获奖
金23.6万余元。

据了解，该奖出自钟楼区邹区
镇 32045286 福彩销售点，中奖者
朱先生是福彩的铁杆老粉，购彩经
验丰富。当期，他在店里投注了一
组“选五四胆”全拖号码，并进行了
10倍投注。开奖后，经核对共中得
160 注“选五中五”和 600 注“选五
中四”。由于正值全省开展“快乐
8”游戏3200万元大派奖活动，“选
五中五”单注派奖400元，因此，朱
先生本次额外获得“选五中五”派
奖奖金 6.4 万元，合计中得奖金
23.6 万余元。开奖次日，朱先生便
来到该市福彩中心兑奖处顺利兑
取了奖金。他表示，能抓住这份好
运非常开心，会合理规划奖金，今
后仍以平常心支持福彩，支持国家
公益事业。

据江苏福彩微信公众号

派奖搭配热门玩法

常州市民喜揽
“快乐8”23.6万余元

一位北京建筑规划行业的内部人士表示，碳
排放管理师的真名，叫碳排放管理员。

碳中和和碳排放产业是绿色发展中重要的一
环。但目前来看，一个门外汉考这个证，对相关产
业实际经营并没有什么用处。“一个企业碳排放的
多少，并不是一个员级员工或者师级员工可以解
决的，一个技能证书起不到什么决定性作用。”随
后，记者联系到一位考证规划行业的内部人士李
女士，她告诉记者，“含金量最高的两种证书，就是
国家认可的准入类证书，在国家人事考试网上可
以查到，由国家各个部门牵头办考。每当有一个
新兴的职业出现，各类培训机构便会蜂拥而至，声
称自己可以‘包考’、‘包挂靠’，年薪十万起等等，
其实这就是在‘割韭菜’。”

记者通过某投诉平台进行查询，发现涉及碳
排放管理师考证投诉有63个，涉及河北、天津、北
京、上海等城市。关于早些年出现的一级消防工
程师考证投诉 3879 个，健康管理师考证投诉
1518个。而就在3个月前，上海嘉定警方就曾捣
毁一个以在线教育培训，“考证躺赢”为幌子、通过
话术套路诱导被害人制办各类假证，非法牟利的
诈骗犯罪团伙，抓获团伙成员160多名，涉及全国
各地被害人300多名，涉案金额1000余万元。警
方提醒，考取相关职业资格证书一定要到国家正
规的机构和网站咨询，切不可被一些小广告迷惑，
更不要相信所谓的“免考”“挂靠”等信息。

业内人士：
门外汉考证基本没用

考个证一年“躺赚”20万+？
大学生差点儿“踩雷”

记者调查发现，新兴的“碳排放
管理师”证书，得到了部分网站UP
主以及机构的认可。某些机构称，
国家根据企业的不同类型，分配了
不同的碳排放额度，有的企业用掉
的额度少，就可以剩余一部分额度，
出售给需要其他企业，这就是“碳交
易”，而“碳排放管理员”这个职业也
应运而生。某些机构还表示，持证
便可挂靠单位，实现人生“躺赢”。

2021年12月3日，大四学生江
龙（化名）在某短视频平台上看到了
碳排放管理师证书的广告，便留下电
话报了名。“当天下午就有一个自称

是北京吉学在线教育的王老师跟我
联系，老师称碳排放管理师证是由国
家颁发的职业资格证书，具体发证部
门是中科院。”江龙回忆，王老师说只
要在他们机构学习，保证可以拿到高
级证书，工作后年薪是15到20万。
如果不想从事相关专业，拿证以后机
构还可以给一些公司兼职挂靠出去，
挂靠费用不低于每年8万左右。王
老师表示，培训费用约5980元，已有
多位在校大学生报考，“名额有限，晚
了就没有了。”江龙想到很多UP主推
荐过此证，一时冲动交了100元先占
了个名额。

可当江龙刚缴费结束，又接到
另一个机构的老师的电话，那位老
师告诉他，国家颁发的证书是在中
国人事考试网查询得到的。于是他
再次致电中国人事考试中心，中国
人事考试中心工作人员则提示说，
目前国家颁发的职业资格证书里没
有碳排放管理师，不要上当受骗。
于是江龙提出了退费的要求，但王
老师拒绝退费。记者通过企查查对
王老师企业备案信息进行查询，拨
通电话时，对方表示手机号是这礼
拜刚买的，自己根本不是教育培训
机构的工作人员。

全网认可的“碳排放管理师”证 大学生差点儿“中招”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考
个含金量高的证呗。全职一年
收入20万+，兼职挂靠也有10
万+，供不应求。”近日，在部分
短视频平台、朋友圈中，健康管
理师、一级消防工程和新兴的
碳排放管理师证书广告，引发
广泛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