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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员工爆料无证医生也可签体检报告引发资本震动 深交所昨发文要求美年健康进行说明

陷
“
假医门” 美年健康市值蒸发90亿
本报讯（记者 张蕊）日前一篇《美年
大健康： 如果人死了， 你就只能赚一次
钱》的文章刷爆网络，一名美年健康前员
工在文章中爆料称， 去年一位客户在广
州美年富海门诊部经彩超检查未发现异
常， 而随后在其他大型医院检查发现癌
症等疾病。受此影响，昨天美年健康一天
市值蒸发68亿元。深交所下发关注函，要
求美年健康认真自查公司员工的执业资
格证照获取及有效状况。对此，美年健康
紧急发布公告做出了澄清， 称公司遭遇
有组织的黑公关，已经报案。截至上午收
盘，美年健康下跌0.71元，跌幅3.64%，
昨日今早市值蒸发超过90亿元。

体检机构被曝
“死亡医生”签字体检报告
在质疑的文章中， 爆料人称签发
这位客户体检报告的医生陈飞雪早在
2017 年 3 月就已患重疾去世。“无证
医生利用有证医生名义上岗的问题并
不只存在于彩超检查中， 其他科室也
发生过类似的情况。 ”爆料人还称，自
己名下的体检报告有 70%都签有这
位医生的名字。
文章质疑的直接后果是引发了资
本市场的震动，7 月 30 日， 美年健康

即以跌停收盘， 而整个医疗板块也因
此下挫。当日，美年健康还在其微信公
众号上发布相关澄清信息， 称广州美
年富海门诊部离职员工谭翠连因劳动
纠纷在多个网络平台发布文章并联络
自媒体发布严重失实报道， 故意歪曲
事实，美年健康就此向公安机关报案。
7 月 30 日午间，“被死亡”的陈飞
雪医生“复活”了，还在媒体上通过照
片和视频现身了。与此同时，陈飞雪医
生也发布了澄清声明， 并贴出了自己
的医生执业证书以及仍在美年健康工
作的证明。

深交所询问
美年健康称
“没问题”
尽管整个事件出现了戏剧性的反
转， 但此事仍旧引发了监管部门的关
注，当日晚间，深交所下发关注函，指出
了六大问题，要求美年健康认真自查公
司员工的执业资格证照获取及有效状
况，是否存在无证上岗、持错证上岗或
持过期证照上岗的情形，并要求，如果
有此情况，要说明原因、拿出整改措施
以及说明该事项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对此， 美年健康则迅速发布公告
对质疑文章中指出的几大问题一一做

出了澄清。
美年健康承认文章提到的“患癌
客户”确为公司的体检客户，在医院确
诊为肠癌， 但客户所购买体检套餐中
并无能够诊断肠癌的筛查项目。 该客
户的检项与诊疗结果无关联关系，而
且客户本人事后也未表示异议。
美年健康表示， 文中提及的陈飞
雪、卢珊、鲁民强三位医生均为注册在
广州美年的执业医生，目前仍在广州美
年工作。报道中提到的
“
无证人员”实为
门诊部的医疗辅助人员，主要进行现场
客户的信息登记，在执业医师指导下协
助客户上机站姿摆位的工作。
“死亡医生”签发体检报告的
对于
问题，美年健康称，陈飞雪医生目前仍
健在，且工作在公司第一线。“
文章刻
意歪曲事实，标题耸人听闻，毫无事实
依据。 ”
在回应关于报道暗示“体检诱发
癌症或病变”问题时，美年健康指出，
体检项目由客户根据自身情况选择，
公司所采购的体检设备也都经过严格
招投标管理， 皆来自知名医疗设备品
牌。 美年健康包括整个体检行业在相
关部门的监管下经营， 无任何证据或
医学逻辑显示，健康体检将导致重疾。

相关
2018年上半年
美年健康利润涨5倍
公开资料显示， 美年健康成立于
2004年，2015年8月，美年健康借壳江
苏三友上市。 7月27日，美年健康发布
2018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34.90亿元，比上
年同期增长57.66%； 实现营业利润
3.13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516.57%；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98.00%。
对于公司经营业绩大幅增长的主
要原因，美年健康给出的答案是，健康体
检行业的市场需求旺盛，呈现井喷趋势。
“
因为业务扩张过快、工作人员需
求量激增等原因，有些民营医院确实存
在无证医生利用有证医生名义上岗的
现象。”著名经济学家宋清辉指出，与公
立医院相比，民营医院具有经营机制高
度灵活等优势，但同时也具有信用度较
低等先天劣势，这都使得民营医院在与
公立医院的竞争中处于劣势。“
国家在
监管方面应注意这种差异化，推动民营
医院做好公立医院的补充。 ”

原油价格“一涨再涨” 航空燃油附加费面临上调
本 报 讯（记者 王 思 思）国际原油
价格的高位徘徊让航空业成本增加，
盈利收窄，征收燃油附加税则是其覆
盖成本最直接的方法。 记者近日从多
家机构获悉，按照目前的走势，下个月
航空煤油价格将碰触燃油附加费第二
起征点，届时旅客乘坐 800 公里以上
航线时要被收取 20 元燃油附加费，
比现在多 10 元。
过去 3 年，原油价格一直处于低
位， 所以自 2015 年起国内航线停止
征收燃油附加费。 但是按照发改委公
布的最新征收公式来计算， 今年 6
月，航空煤油出厂价为 5373 元 / 吨，
达到了燃油附加费征收的起点，国内
航线开始征收 10 元燃油附加费。 此
后，国际原油价格一再上涨，虽然发改
委还未最终公布 8 月航空煤油进口
到岸完税价格，但是多家机构预测该
价格将达到 5450—5545 元 / 吨，则

如何计算燃油附加费收多少？
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最高
标准：
0.00002541×(国内航空煤油
综合采购成本-5000)×1500

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
最高标准：
0.00002541×(国内航空煤油
综合采购成本-5000)×800

800公里以上航线的
燃油附加费第二起征
点对应的航油采购成
本为5396元/吨

征收标准最小单位为10元，
不足10元按四舍五入计

碰触了燃油附加费的第二起征点，届
时 800 公里以上航线将多征收 10 元
钱，燃油附加费达到 20 元 / 人。
据东方证券分析， 燃油是航空公

涉及账户信息安全
俩第三方支付机构被重罚
本 报 讯（记者 李 洪 鹏）中国人
民银行官网 30 日公布， 中国人民
银行查实， 卡友支付服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卡友公司”）和付临门支
付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付临门公
司”）均存在多项违规问题，人民银
行没收其违法所得并处高额罚款。
经查实， 卡友公司存在违反收
单交易信息管理规定、 违反收单外
包业务管理规定、 违反备付金管理
规定、违反变更事项管理规定、违规
留存银行卡敏感信息、 未落实商户
现场检查制度、 违反收单结算账户
设置管理规定等违规问题。 检查还
发现， 卡友公司存在未按规定完整
保存交易记录、 严重违反商户实名
制管理规定等违规行为， 且存在消

以此计算
800公里以下航线的
燃油附加费第二起征
点对应的航油采购成
本为5983元/吨

极配合人民银行检查监督的情况。
对卡友公司给予警告， 没收违法所
得 92 万余元， 并处罚款 249 万余
元，合计处罚金额 258 万余元。
付临门公司存在违反商户实名
制管理规定、 违反收单交易信息管
理规定、违反资金结算相关规定、违
反备付金管理规定、 违反收单外包
业务管理规定、 未落实商户现场检
查制度、 违反风险监测管理相关规
定、 违反收单结算账户设置管理规
定等违规问题。 对付临门公司给予
警告，没收违法所得147万余元，并
处罚款745万元，合计处罚金额892
万余元。 同时，为防范金融风险，两
家非银行支付机构一年内有序退出
严重违规区域的银行卡收单业务。

司最大的经营成本， 约占航司营业成
本的 25%—40%。 而根据上市航空公
司 2017 年年报数据测算， 南航、国
航、东航、吉祥和春秋航空在目前油价

行情下通过燃油附加费有望分别对冲
46%、47%、56%、57%和 65%的成本。
而对于客座率较高的航空， 燃油附加
费将会覆盖掉更多燃油成本。
其他国家又是如何应对此次油价
上涨的呢？ 俄罗斯多家航空公司不仅
自7月26日起提高机票价格， 还将商
务舱和经济舱的燃油附加费分别上调
400卢布和200卢布，俄罗斯西伯利亚
航空公司表示近期也将加入到涨价阵
营中来。 其他国家航空公司则采取了
多种手段，例如保证盈利航线，停飞较
难盈利航线； 推迟新型飞机交付时间
以减少资本开支等。
除了增加燃油附加费， 国内的航
空公司也开始着手系统地应对油价上
涨和汇率变动。上周南方航空表示，已
经制定了航油套期保值计划和人民币
汇率套期保值计划， 将根据市场情况
制图 / 肖霄
择机启动。

无私奉献彰显自我改革决心
国地税机构合并是一场深刻的变
革，如今国地税机构分而又合，并不是
简单的重回起点， 而是因形式变化再
一次作出的主动求变。 为了了解此次
税务机关改革的现状， 以及新机构挂
牌以来纳税人和税务人对税务机构合
并有哪些新感受， 日前笔者走访了北
京市朝阳区税务局部分税务所及办税
服务厅，感受税务机关的新变化。
“怎么办， 为什么给我转成非正
常！ ” 循声望去一位纳税人急迫地说
道。“
您别着急呀，因为您之前未按期
申报所以就转成非常了。 现在需要您
补缴税款并缴纳罚款和滞纳金。 您先
把这张表填写一下吧。”窗口的税务干
部耐心地讲解道。 当她小心翼翼起身
去拿表的刹那才发现她原来是位身怀
有孕的准妈妈。 记者看到窗口的名牌
方知这位敬业的准妈妈名字叫曾孝。

她所服务的办税服务厅承接原国地税
所有业务及不动产业务， 一个上午办
理五百左右人次的业务量是常态，平
均十五分钟就要处理一项业务。 她却
从没因为自己的特殊原因请过假。
当然， 税改期间朝阳区税务局的
基层干部锲而不舍， 坚持爱岗敬业的
绝非个案。 快退休的干部佟华羽 21
年前从部队转业到税务局， 机构改革
期间，佟华羽没有懈怠，反而会花更多
的时间啃“硬骨头”，快速掌握新知识
后，还担起了所里的教学任务。
机构改革为纳税服务树立了新的
起点， 在改革中展示税务人的担当是
时代的命题。 记者在朝阳区税务局感
受到了改革期间税务机关积极推行
“一厅通办”、“
一网通办” 和“一键咨
询”等多项举措，让纳税人享受到改革
的红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