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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协和医院”，蹦出 1700 多家“假亲戚”
部分医院“傍名牌”调查

新华社记者乌梦达、白明山

你以为“协和医院”指的就是北京协和医院？
记者通过第三方软件检索发现，全国竟有 1700 多
家“协和医院”。“同济”“华山”等知名医院，同样长
期遭遇“傍名牌”困扰：正牌就几家，但全国不认识
的“亲戚”却有成百上千。

正牌只有几家

却有数百上千家不认识的“亲戚”

记者查询发现有的“协和医院”

注册资金仅 3 万元。业内人士介绍，
这点钱连一些专业仪器都买不到

作为国家卫健委指定的全国疑难重症诊治指
导中心，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北京协和医院近来很
烦恼：自己只有北京的两个院区，不知怎么多了一
堆不认识的“亲戚”。

近年来，以“协和”二字冠名的医院如雨后春
笋般出现在许多地方，有的自称“协和医院某某分
院”，有说是属于“协和医疗集团”，有说是“北京协
和医院的连锁医院”或“与北京协和医院是技术上
的上下级关系”。

记者以“协和医院”为关键词检索发现全国竟
有 1700 多家。协和医院宣传处常务副处长陈明雁

表示，除了北京协和医院，还有华中科技大学同
济医学院武汉协和医院、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
和医院与“协和”有历史渊源，其余的“协和”和
“北京协和”没有任何关系，“北京协和医院在国
内也没有任何挂靠、合作、协作关系”。

被这种情况困扰的不止“协和”一家，“同
济”“华山”“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医院”等知名医
院也是被“傍名牌”的重灾区。不仅是公立医院，
“和睦家”这样的民营医疗机构也有上百个“山
寨亲戚”。

记者查询发现有的“协和医院”注册资金仅
3 万元。业内人士介绍，这点钱连一些专业仪器
都买不到。

个别“傍名牌”医院

收费竟比一般公立医院贵 6 倍

这些“XX 协和”往往盯住“下
三路”和“难言之隐”，患者进去容
易，但得被“狠宰几刀”才能出来

知名医院被“傍名牌”，吃亏的往往是公众。

河北省定州市近期查处了“定州协和医院”，
该医院已经被吊销许可证并关停。

今年 6 月，一位患者准备怀孕到该院检查，
医生告知其有宫颈息肉，不切除怀不了孕，并承
诺手术不用麻药。但手术中医生以大出血为由，
“诱导”她麻醉，疼痛难忍之下，陈女士只能接
受。术后的医院账单更“醉人”：手术费用高达
13000 元。

当地公立医院相关人员介绍，宫颈息肉、静
脉麻醉加术前检查，费用一般 2000 元左右。定
州协和医院收费比一般公立医院贵 6 倍。专业
人员介绍，宫颈息肉切除术出现大出血“可能性
极小”。

无独有偶，今年 4 月，另一位患者到定州协
和医院做人流手术，医生也以出血过多、宫颈糜
烂为由增加收费项目，总计花了 12000 多元，费
用远超其他医院。

不仅如此，有患者反映定州协和医院一陈
姓医生，却以杨姓医生名义执业，还给患者做手
术。经过当地卫计部门调查，杨姓医生 2014 年
就离开了定州协和医院，人走证书留下来，医院
就安排无资质人员假借其资质非法行医。执法
人员到医院调查时，假冒杨医生的陈医生又称
“自己其实姓周”，随后拒不配合调查转身离开，

再不见踪影。
经过当地调查，定州协和医院存在非法

开展终止妊娠手术、违法发布医疗广告、编
造疾病、术中加价、诱导医疗等违规违法问
题。

尽管和北京协和医院没关系，但记者在现
场看到，定州协和医院在门诊大厅高调标识自
己是“全国协和品牌连锁医院”，贴在大厅墙上
的一张全国示意地图上，北京协和、定州协和都
成了“协和系”，地图最上方，硕大的字写着“相
信品牌的力量”。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XX 协和”往往盯住
“下三路”和“难言之隐”，多主打妇科、男科、皮
肤病、人流等。不少患者在“名牌”光环下，进去
容易，被“狠宰几刀”才能出来。

合法“傍名牌”

一个月“XX 协和”又增加数十家

这些所谓“协和”医院即便通
过编造疾病 、术中加价等违法获
益，出事一般也能花钱“私了”

医疗资源分布不均，优质资源相对集中于
大城市、大医院，让“傍名牌”的“山寨医院”有了
可乘之机。

各地不断涌现的傍名牌医院，不少是通过
当地有关部门注册的合法医疗机构。例如，按照
国家相关工商管理条例，北京协和医院不能独
享“协和”二字，只能以“北京协和医院”六个字
为注册商标，因此，类似定州协和这样的“XX
协和”依然可以注册经营。

而这些所谓“协和”医院即便通过编造疾
病、术中加价、诱导医疗等违法获益，出点事一
般也能花钱“私了”。刚刚被处罚的定州协和医
院，出现的医疗纠纷时过境迁，界定为医疗事故
鉴定难度很大，只能按医疗纠纷处理，而按违反
广告法认定的罚金，顶格处置也只有 50 多万
元，相对于利润而言，这样的罚款不痛不痒。

北京协和医院党办主任段文利介绍，他们
曾两次开发布会公布“北京协和”未在各地设置
分院等情况，对患者反映的“傍名牌”现象，医院
希望帮助患者鉴别“真假协和”。

但和汹涌而来的“傍名牌”潮相比，这样的
声音显然还不够。记者检索发现各地“协和医
院”数量还在增长：从 9 月 19 日至 10 月 18 日
一个月时间，“协和医院”检索结果就从 1667 家
增长到 1729 家。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8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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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武汉协和

医院、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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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和北京协和医院没关系，但
定州协和医院在门诊大厅高调标识自己
是“全国协和品牌连锁医院”。

新华社记者乌梦达摄

凌晨，突然发现手机信
号从 4G 降为 2G，接收来自
银行、支付宝和移动公司的
各类短信验证码。随后，银行
账户被转空、支付宝余额被
转走、手机自动订购了一堆
无用的增值业务……这并非
科幻电影中的场景，而是现
实世界中短信嗅探设备对手
机用户实施不法侵害。

近期，全国多地发生利
用短信嗅探技术窃取钱财的
案件，有的涉案金额逾百万
元。“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
现，一些不法分子通过社交
网络兜售相关技术及设备。

嗅探技术“隔空取物”

今年 8 月，一位新浪微
博网友向警方和相关金融机
构报案：凌晨 2时至 5时，手
机先后收到 100 余条来自支
付宝、京东金融和银行等金
融机构的短信验证码，相关
账户内的余额及绑定银行卡
内的余额全部“凭空蒸发”。

事后经安全技术专家鉴
定，认为这是一起较为典型
的利用短信嗅探技术实施财
产侵害的案例。据中国电子
技术标准化研究院技术专家
何延哲介绍，短信嗅探技术
是在不影响用户正常接收短信的情况下，通过植
入手机木马或者设立伪基站的方式，获取用户的
短信内容，这其中就包括来自银行、第三方支付平
台和移动运营商的短信验证码。

一位业内人士介绍，除了盗取用户金融账户
内的资金外，短信嗅探技术还可以截获移动运营
商给手机用户发送的验证码，用来办理各类增值
扣费业务，从而盗取手机用户的话费。

公开报道显示，近期，全国已有多地破获相关
案件：7 月，河南新乡公安机关破获一起利用短信
嗅探技术使用他人金融账户购买虚拟物品实施销
赃的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 10 名；8 月，厦门警方
破获一起利用短信嗅探技术盗刷他人金融账户的
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 1 名，涉案金额 10 余万元；
同样在 8 月，深圳警方打掉一个全链条盗刷银行
卡团伙，抓获 10 名犯罪嫌疑人，查缴伪基站等电
子设备 6 套，带破同类案件 50 余宗，涉案金额逾
百万元。

嗅探设备网上卖，声称“包教包会”

这些非法设备从何而来？记者在互联网和社
交软件搜索，发现大量嗅探设备交易帖和交流群。

在一个名为“嗅探吧”的百度贴吧中，不少卖
家除了介绍嗅探功能，留下 QQ、微信等联系方式
外，还时常分享一些拦截短信成功的截图，诱导他
人购买相关设备。

根据一篇交易帖的指引，记者添加了尾号为
0960 的 QQ 用户。对方称，只需要 8500 元即可将
盗取话费的全套设备软件卖给记者，盗取支付宝
账户余额的相关设备则需 2 万元。为打消记者的
顾虑，对方甚至还表示可以通过快递公司“货到付
款”，在快递网点开机现场验证设备性能后再付
款，并承诺将通过傻瓜式教程“包教包会”。

一位售卖设备的卖家告诉记者，他们有一个
专门的工作室，有人负责制作硬件，有人负责软件
编程。有卖家提醒记者，要遵守“行规”。例如，在盗
取他人话费时，一天盗取的话费上限不能超过
3000 元。

还有卖家给记者发来了大量的照片和视频录
像，证明所售卖的设备真实可靠。在一段视频影像
中，嗅探设备正在运行，对方还演示了如何操作软
件，并成功截获了一条发自银联的短信验证码。

运营商应加快淘汰 2G 网络技术

非法买卖、使用短信嗅探设备触犯哪些法律
法规？福建省瀛坤律师事务所张翼腾律师认为，由
于出售人未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未取得电信设
备进网许可等资质，非法生产、组装、销售“伪基
站”设备的行为可能构成非法经营罪。

如购买者擅自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或者
擅自使用无线电频率，干扰无线电通讯秩序，造成
公用电信设施不同程度中断，使不特定多数的个
人无法正常进行通讯联络活动，其行为可能构成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公用电信设施罪、扰乱无线电
通讯管理秩序罪。

此外，若使用者实施了盗刷银行卡的行为，则
可能同时构成盗窃罪、信用卡诈骗罪等。

何延哲表示，在 2G 通道下进行的短信和通
话信息使用明文传输。为成功劫持信号完成短信
嗅探，不法分子有时还会干扰 3G 和 4G 信号，强
制让用户“降维”到 2G 网络状态。

腾讯安全玄武实验室负责人于旸建议，用户
可以要求运营商开通 VoLTE 功能(一种数据传
输技术)，让短信通过 4G 网络传输，防范无线监
听窃取短信。

于旸表示，在网络安全领域存在一个“不可能
三角”，即无法同时实现安全、便捷和廉价三个要
素。从短信嗅探技术盗刷他人金融账户的案例来
看，目前，被多数金融机构采用的基于账户登录密
码和短信验证码的“双因子安全认证”虽然方便，
但在该环境下有失效风险。

何延哲等业内专家建议，通信运营商应考虑
加快淘汰 2G 网络技术，确保用户的短信和通话
内容不被他人截获窃取。此外，有关专家建议，在
“双因子安全认证”出现漏洞的情况下，包括银行
和第三方支付平台在内的金融机构应加强安全因
子的多重验证，推出更为完善可靠的校验手段。

（记者颜之宏、何凡、许茹）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8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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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上海“海纳百川”文化之源
新华社记者张建松

“海纳百川”是上海城市精神的重要组成部
分。近日在上海召开的“纪念马桥文化命名 40
周年”学术研讨会上，专家们追溯了上海“海纳
百川”的文化之源。

辉煌的上海远古文化

以上海闵行区马桥镇马桥文化遗址命名
的马桥文化，最早发现于 1959 年，1978 年正
式提出命名，是目前长三角地区发现最早的青
铜时代文化。

为深入研究马桥文化，中国考古学会夏商
考古专业委员会、上海博物馆和闵行区政协共
同主办“纪念马桥文化命名 40 周年”学术研讨
会，并编撰出版《马桥文化探微——— 发现与研
究文集》《追寻马桥文化》等文化丛书。

“在很多人印象中，上海是直到近代开埠
以后才由一个小渔村发展起来的。事实上，多
年考古研究证实，上海的远古文化也十分辉
煌，是中华文明最早的起源地之一。”复旦大学
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高蒙河说。

“上海地区的文化发展既有自己的原创、
首创和独创，又与黄河流域和南方地区有着密
切的文化交流、人口迁徙活动。可以说，上海‘海
纳百川’的文化之源，至少可追溯到 4000 多年
前。”

考古发现，距今 6 0 0 0 年前后，上海最早
的先民就已经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距今
5500 年前后，上海先民创造了崧泽文化；距今
5000 年前后，上海开始进入文明时期，在青浦
福泉山遗址发现了良渚文化；近年来大规模发
掘的松江广富林文化遗址，第一次确认在距今
4200 年前后，曾有来自黄河流域的人群南迁
到了上海，并和上海原有的文化发生融合；到
了距今 4000 年之后，以马桥文化遗址为代表
的马桥文化，既有本地原有文化特征，又有来
源于浙南闽北的肩头弄文化遗存，还有与黄河
流域夏、商文化相互交流的物证，上海“海纳百
川”的历史文化现象尽显形成之势。

“历数上海的考古发现，可以说‘海纳百
川’一直是上海历史发展进程的主旋律，承前
启后，贯古通今。”高蒙河说，“海纳百川、追求
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是如今的上海城
市精神，这既体现出当代上海建设卓越的全球
城市和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大都市的本质
特征和核心价值所在，又与上海这座城市的文
化底蕴和发展史脉息息相关，古今相连。”

丰富多元的马桥文化

考古发现，马桥文化分布不仅限于上海，
还广泛地发现于江苏、浙江。至今，长三角地
区共发现马桥文化遗址 90 多处。

据上海博物馆考古部主任陈杰介绍，通
过多年研究，专家们发现在马桥文化时期，上
海地区的先民食物来源以稻米为主，辅以葫
芦、甜瓜、桃、梅、柿、菱角等。当时已普遍饲养
的家畜，是先民们肉食主要来源。由于居址周
围有丰富的动物资源，通过渔猎方式获得的
麋鹿、梅花鹿等野生动物，也是先民们肉食重
要补充。此外，马桥文化中还发现了大量酒
器，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中，以饮酒为中心的
宴饮活动已经非常普遍。

研究发现，马桥文化是一个包含多元因
素的文化综合体。马桥文化中罕见的青铜器，
可能是受到来自中原地区的夏商文化影响；
而陶簋、蘑菇形捉手器盖等陶器风格，又与山
东半岛的岳石文化有着密切联系，它们与来
自南方印纹陶传统的文化因素结合，反映了
夏商时期上海地区多元文化的特色。

据中国考古学会理事宋健介绍，马桥文
化还是原始瓷的生产地点。以马桥文化为起
点，长三角地区在商周时期，原始瓷生产规模
持续扩大，形成东苕溪中下游湖州-德清一线
的原始瓷产业中心。不仅生产具有广泛实用
性的生活器皿，也生产为各等级权贵服务的
礼器，特别是很可能已经成为吴越王室御用
礼器的制定并管理的产地。瓷业的繁荣带动
了其他行业，在一定程度上为吴越文化的崛
起、长江下游新一轮发展高峰的出现，奠定了
扎实的经济基础。

马桥文化展示馆开馆

在马桥文化遗址所在地，马桥镇新建了一
座现代化的马桥文化展示馆，近日正式开馆。

面积 1400 多平方米的马桥文化展示馆，围
绕天(浩渺星河、时光旖旎)、地(广袤沃土、文明
演进)、人(应时器物、恬淡生活)三大篇章，以情
带境，从时间、地理、文化多种视野，通过丰富多
彩的多媒体手段，生动立体地诠释马桥文化，仿
佛让沉睡数千年的历史“活”了起来。

上海市政协文史委主任马建勋说：“上海
从远古文明文化高地走来，走向新时代人类文
明的新高地，这就是马桥文化给上海带来的历
史坐标和历史方位。” 据新华社上海电

精细化城市管理的上海样本

本报记者杨金志、朱翃

“喜欢上海的理由？规范、安全、便利……很
多啊。”作为一名新上海人，在上海浦东陆家嘴
工作的“90 后”王悦说，“生活中的点滴，你都能
感受到在变得更好。”

20 世纪 90 年代，一首《喜欢上海的理由》在
申城广为传唱；如今 20 多年过去了，无论是土
生土长的上海人还是来此工作打拼的“新上海
人”，工作生活中喜欢上海的理由依然很多。上海
这座城市用一针针的绣花功夫，“绣”出老百姓生
活熨帖的线脚，“绣”出城市管理精细化的品牌，
也“绣”出了人们心底对这座大都市的喜爱。

即将迎来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上
海，是一座令人瞩目的国际化大都市。近年来上
海口岸年均出入境数量近 4000 万人次，如何让
人们来去安全又便捷？上海的出入境部门拿出
了“绣花”功夫。

异地办证时间从 30 日缩短至 20 日，网上
预约办证享受“免排队、少排队”，港澳台通行证
旅游签证加签业务邮政双向速递全覆盖……自
今年 5 月 1 日国家移民管理局在全国实行“只
跑一次”制度以来，上海出入境管理部门的多项
便民服务措施细化落地，特别是优化的网上预
约申请办证服务深受群众肯定，目前网约申请
人比例已占到申请人总数的 50% 。

“网上预约办证可以享受预约受理专窗、专
人引导等优先服务，让群众感到非常便捷，周一
到周五网约申请人基本能实现即到即办。”上海
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中国公民出国(境)证件
管理处处长沈强说，“而通过后台的预约数量，
我们也能及时配置人员和材料，使得警力使用
更高效，可以说实现了‘双赢’。”

去年“十一”上海国际家具展期间，浦东新
区的新国际博览中心周边道路一度拥堵十多公
里，给人们的出行带来了不便。一年之后，国际
家具展如期又至，却出现了交通类警情下降
96 . 5% ，出警人次下降 320% 的惊人变化。

这背后有浦东交警支队二大队交警刘文轩
和他的同事们的“绣花”功夫——— 通过对日常车
流、参观客流和布、撤展车流的精确计算，通过

“以时间换空间”的方式，科学制定了货运车辆
进出场线路和时间表，分时、分批派发入场证，
减少了车流过分集中带来的混乱和拥堵。

“一模一样的路，还是那么多人和车，但一
年之后路就不堵了，上海的交通管理的确让人
佩服。”常年走南闯北的卡车司机老孟说。

难题多，解决办法应该更多。上海市法学会
副秘书长汤啸天说，超大城市的精细化管理不仅
是技术问题，更是人的问题，“发动各方共建共治
共享，让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精准对接人民群众
的切身需求，就能‘绣’出城市治理的匀细线脚。”

上海市闵行区的康城社区，是一个有着 1 万
多户居民、常住人口 4 万多的“巨无霸”社区。以
前的康城，地大人杂，群租、违章搭建和偷盗事件
时有发生，被人戏称为“高级版的城中村”。

越是硬骨头就越要啃下来。带着这份决心，
从镇政府到街道居委会，从辖区派出所到联防
治安队，齐心协力破解这一系列的矛盾，考验的
不仅是管理部门协同治理的能力，更在于如绣
花一样精细化管理的智慧与耐心。

从公共区域技防改造升级到楼道门禁系统
方案制定，从坚决拆除违法建筑到严格整治群
租现象，市场监管所、房管办、派出所、街道办、
居委会以及居民志愿者们携手完成了一场“持
久战”。如今，康城社区安乐祥和，运动会、音乐
节让居民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康城的社区民
警徐斌说，“康城依旧大，不过不杂了，心思沉下
去，美好浮出来。”

精细化管理的背后，不仅有创新与细致，还
有深厚的人文情怀。徐汇区衡山路、复兴路一带
梧桐茂密，每到秋天落叶铺满路面，别有一番情
趣，让广大游客和摄影爱好者们在此流连忘返。

自 2013 年起，上海市绿化市容管理部门推出
“落叶不扫”措施，让翩翩落叶留住城市温度。

“落叶不扫”不是任凭落叶堆积，而是进行
更细致的保洁工作。 为了不影响交通安全，保
洁员只让人行道及下街沿的部分覆盖落叶；每
天，保洁员要仔细清除落叶中的垃圾和枯叶，到
晚上则全部扫掉，保证市民第二天看到的是“新
鲜”的落叶。

这就是上海，你怎能不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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