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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整形行业

如何监管

韩国：
更加注重事后追罚

韩国的整形服务相当发达，但
政府对于微整形的监管和审查，同
样也存在困难，各类消费纠纷和医
疗事故时有发生，政府起到的作用
更多是事后追究处罚。

在韩国，行医者如果没有执照
即属于非法行医，一旦被告发，经过
调查属实，那么非法行医者不但要
立即被勒令停止非法行医，所有的
器具还要被没收，并对其追究相关
法律责任。

日本：
价格透明管理严格

日本对于医疗美容价格的规定
十分严苛。相比国内以及韩国的整
形外科医院价格区间化，日本整形
医院都会将价格放到其官方网站
里，而且分类非常详细，费用都是固
定收费，没有酌情收费选项，非常
透明。

针对从事美容外科的医生，日
本也制定了严格的上岗和监管制
度。日本美容外科医生必须在普通
外科从事临床7年以上，熟练掌握
各种外科手术技巧后才能成为美容
外科医生。成为美容外科医生后，
又必须经过美容外科 3 年临床进
修，通过严格的考核才能获得美容
外科手术资格。对医师资质要求非
常高。

此外，为了更好地保护未成年
人，日本还规定未成年进行整形手
术，必须征得父母同意，并由父母陪
同到医院签订专门的文件。在日
本，成年时间为20岁，所以不满20
岁的人都要经父母同意才能进行整
形手术。

澳大利亚：
管理制度健全

在澳大利亚，美容整形同样很
受欢迎。不过相比之下，这里对于
执业医师和护士有严格的准入门
槛，对药物有精细的管理，政府还会
不定期发出通告，对无资质的诊所
进行曝光。一旦出了医疗事故，各
州都会有专门的机构对纠纷进行
调查。

澳大利亚整形所需要的所有药
物都需要通过澳大利亚药管局的批
准，注射非法药物是违法的。只有
专业人士包括医生，或者是在医生
指导下的注册护士才能够进行
注射。

和整形有关的医疗纠纷，澳大
利亚每个州都有不同的处理方法。
比如悉尼所在的西南威尔士州，有
自己的保健投诉委员会，具有法律
赋予的权利，对这些纠纷进行独立
的调查。

整理/记者 王思达

割双眼皮，打瘦脸针，注射玻尿酸⋯⋯

近些年，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和人们生活品质的提高，医疗美容已不再是少

数人的专利。从十七八岁的年轻人到四五十岁的中年人，医疗美容尤其是以“创

伤小、见效快”为噱头的“微整形”受到越来越多爱美人士的青睐和追捧。

然而，伴随医疗美容行业的快速发展，一些非法机构、个人利用消费者爱美

的心理，进行无证经营、非法行医，给很多求美者造成了身体伤害和经济损失，

甚至带来精神上的巨大打击。近年来，我国因非法医疗美容引起的医疗事故屡有

发生，且有逐年增多的趋势。自2017年7月起，我省卫生计生委、省公安厅、省

网信办等七部门决定，联合开展严厉打击非法医疗美容“亮剑”专项行动。

非法医疗美容有哪些危害？打击非法医疗美容难在哪？在有关部门的配合

下，记者进行了调查。

这样的“微整形”真的安全吗
□记者 王思达 高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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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整形”只是一个宣传噱头

刚刚过完 27 岁生日的石家庄市民郑
女士，给自己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生日礼
物——一张医疗美容卡。

“我天生脸比较大、鼻子有点塌，对自
己的外形没什么自信。趁这次生日，我咬
咬牙办了一张 2 万元的医疗美容卡，想隆
鼻和打瘦脸针，希望手术后能变得更漂
亮。”郑女士满怀期待地表示。

郑女士的选择并非个例。记者采访了
解到，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和医疗美容技术的发展，像郑女士这样希
望通过整形变美的人越来越多，覆盖的年
龄层也逐渐扩大：根据国际美容整形外科
协会进行的调查，中国医疗美容手术数量
占全球整形手术总数的 12.7%，已经成为
全球第三医疗美容大国。

“我国医疗美容行业的迅速发展，与人
们的观念转变分不开。10 年前，人们做个
双眼皮手术，都可能引起大家热议。而
今，对于一些年轻爱美的小姑娘，做个双
眼皮手术只是寻常，与用个化妆品没什么
区别。”河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综合
监督执法局医疗监督处副处长连易水告诉
记者。

医疗美容行业近几年的爆发式增长，
除了人们的消费观和审美观转变外，还
得益于一个新近流行起来的医疗美容项
目——“微整形”。

“在某些机构的宣传中，‘微整形’往
往被称作‘一种新型医疗美容手段’，据称
和传统的整形手术相比，具有风险低、创
伤小、恢复期短的优点。”连易水表示，很
多人在这种广告宣传的影响下，认为“微
整形”没什么风险。

但事实上，“微整形”并不像商家宣传
得那样美好。

专家表示，严格来讲，“微整形”只是
医疗美容机构宣传时的一个噱头，它既不
是一个医学上的学术用语，也从来没有得
到过任何正式机构认可。无论是国家卫生
计生委，还是中华医学会，都没有承认过

“微整形”这个项目。整形就是整形，无论
是动手术刀还是注射，只要是 《医疗美容

项目分级管理目录》 中涉及的项目，都应
该属于医疗美容。

看似安全的“微整形”背后，实际上
暗藏着巨大的风险。

“‘微整形’在安全方面最主要的宣
传点就是用注射代替手术。目前，注射美
容常用三类针剂：肉毒素、玻尿酸和胶原
蛋白，它们可以改变人体局部形状，产生
隆鼻、隆下巴、瘦脸等效果。”河北医科大
学第二医院整形美容科副主任张春莉告诉
记者，“但是，注射并不意味着安全。肉毒
素是一种神经毒素，如果医生不熟悉解剖
学，注射部位不精确，或使用浓度过高、
剂量过大的肉毒素，就有可能产生副作
用，如面部僵硬、眼皮无法闭合等，严重
的还可能损伤面部神经。”

“和肉毒素不同，玻尿酸是一种可以使
人面部丰满的组织填充剂。由于玻尿酸是
胶状、颗粒状材质，胡乱注射的后果比肉
毒素更为严重：一旦注射进面部血管，可
能会进入视网膜动脉，瞬间堵塞血管，导
致失明；一旦进入颅内，则可能直接威胁
人的生命安全。”张春莉说。

即便是听起来“十分安全”的自体脂
肪移植，也存在极大风险。“自体脂肪移植
就是在自己身体的其他部位取脂肪，然后
注射到自己脸上，以达到除皱等效果。”张
春莉介绍，“殊不知，在颞部、额部、眼周
注射脂肪也属于高风险的手术，有发生严
重的并发症和死亡的风险。”

除注射项目外，备受爱美人士追捧的
“微整形”项目还有“半永久纹眉”。“纹眉
技术门槛更低，很多路边美容店或者美甲
店都可以做。然而，这些店纹眉过程操作
是否规范、手术器材是否按规定消毒等，
都无法保证。因此，可能带来肝炎和艾滋
病的传染风险。”张春莉说。

非法机构数量多、查处难

“真是太后悔了！”
谈起自己注射瘦脸针的经历，24 岁的

石家庄市民李晶晶 （化名） 追悔莫及。
今年 5 月，爱美心切的李晶晶经朋友

介绍，在石家庄某小区的民房内，接受了
“粉毒”注射。

李晶晶回忆，她先是注射了
一针，花费 1200 元，美容

院称用的产品是最新
的韩国“粉毒”，保

证 无 副 作 用 ，
且 1 个 月 后

即 可 达 到
瘦 脸 的
效 果 。

“然而，
一个月

后不但没有瘦脸效果，我还觉得面部僵
硬、疼痛难忍，再去找他们，却发现微信
已联系不上，位于小区里的店面也人去楼
空。那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不敢照镜子，
面对朋友们的追问也不敢说实话，直到现
在还没恢复原状。”

李晶晶的遭遇，反映出的正是非法医
疗美容机构大量存在且违法用药的现状。

“目前，国内允许批准上市的注射用
肉毒素只有两个品牌：一是国产的‘衡
力’（兰州生产），二是进口的‘保妥适’

（BOTOX，艾尔建公司生产）。其原理都
是抑制神经末梢释放乙酰胆碱，引起肌肉
松弛麻痹，注射时的操作手法、剂量、注
射位置都有严格规定。而一些非法医疗美
容机构推荐的所谓‘白毒’‘粉毒’，并不
是正规药物，其命名没有医学依据，大多
是根据外包装的颜色命名，药剂成分、剂
量，都是不可靠的，这种药物的安全性完
全得不到保障。”张春莉表示。

非法医疗美容机构乱用药品的现象，
不止存在于肉毒素领域。在打击非法医疗
美容的多年工作实践中，食品药品监督部
门工作人员发现，为了牟取暴利，非法医
疗美容机构大多会使用假冒伪劣药品，其
大肆宣传的“进口药”，药品上没有进口
准字批号，甚至有的连一句中文都没有。
根据我国规定，所有国内市场上合法销售
的药物，都必须有中文。这些机构使用的
大都是一些走私的药品和器械，很可能是
外国淘汰的，生产出来发现并不好用，或
者发现有副作用，就走私到中国。更有甚
者，直接拿低成本的不合格药物冒充“进
口药”，其危险性可想而知。

除药品本身存在问题，非法医疗美容
机构内所谓“医生”的资质和业务水平也
难以保证。

“根据有关规定，从事医疗美容工作
的医生，首先是从正规医学院校毕业、
具有 《医师资格证》《执业医师证》 和

《医学美容主诊医生资格证》 (外国医师
来华短期行医还必须取得 《外国医师短
期行医许可证》 )的专业医师。其次，还
要在医疗整形美容领域有一定年限的工
作经验。”张春莉介绍。

“而社会上很多短期培训上岗的‘美
容医生’，没有接受过正规医学教育，既
没有临床经验，也没有药理学知识，甚至
连基本的医学常识也不具备。有的甚至在
猪肉或鸡腿上练习两天，就敢给人做双眼
皮手术。这样的‘医生’，自然无法保证
手术安全。”连易水说。

非法医疗美容不但危害大，而且数量
众多、查处难度大。“很多非法医疗美容
者以个体为单位，藏匿于酒店、商用楼甚
至居民楼中，房屋多为临时租用，‘打一
枪换一个地方’，做手术的‘大夫’除了
性别，其他 （姓名、学历等） 都是假
的。他们在各地流窜，手术做完后，人
员就迅速离开，很少在一个地方长期逗

留。我们也曾接到多起举报，等执法人员
赶过去，却发现早已人去楼空。”连易水
介绍。

更加棘手的是，即便面对非法医疗美容
机构，执法人员还面临着取证难题。

“他们自己明白从事的是非法医疗活
动，所以一般采用比较隐蔽的方式，通过
微信与顾客单线联系，一旦出了问题，就
将这条线切断。比如有些没有资质的生活
美容机构面对举报时，会将手术说成某位
店员的私人行为，与机构无关，一出事就
表示已将该店员‘开除’。有些机构会建
立自己的顾客群，这种群一般不会有很多
人，都是比较知根底的‘老顾客’，一旦
出了问题，就将受害人踢出群。这就造成
了很多案件难以获得相关音频、视频证
据。”连易水表示，此外，卫生监督部门
在执法中还经常面临执法权限不够、医疗
美 容 事 故 造 成 的 伤 残 认 定 困 难 等 诸 多
难题。

明确职责才能监管到位

目前，各类“微整形”在国内已经拥有
巨大的市场，非法医疗美容行为更是十分猖
獗。在河北三和时代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士成
看来，医疗美容行业还面临相关法律法规缺
位的问题。

“目前我国对于医疗美容行业的管理规
范仅有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制定的 《医疗
美容服务管理办法》，尚缺更高位阶的法律
保障，监管部门的惩治力度尚显不足。卫
生行政部门应尽快组织专家学者对医疗美
容各个项目进行明确界定，颁布医疗美容
项目明细手册，使非医学专业执法人员在
执法时，能够快速、准确判罚。该手册应
定期更新，适应逐年增加的医疗美容新项
目。”刘士成认为。

要想破解难题，必须进行多部门联合
执法。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肖
苒专门提交了一份关于加强医疗美容行业
管理的提案。肖苒是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
外科医院研究中心主任。她指出，医疗美
容市场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监管机制的保
障，目前我国涉及医疗美容行业的行政主
管单位包括卫生监督部门、工商部门、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及公安部门，一方面
需要对医疗美容行为严格界定，另一方面
应进一步明确和细化各相关部门的职责。

“由于医疗美容行业专业性较强，如公
安部门单独执法的话，在案件定性等专业领
域往往有些力不从心。”连易水说，如果能
够进行多部门联合行动，就可能更好地解决
这一问题。

为了遏制非法医疗美容的增长态势，严
厉打击使用假药的非法医生以及假药的生产
者和流通者，净化医疗美容市场，省卫生计
生委、省公安厅、省网信办等七部门决定，
自今年7月至2018年5月，联合开展严打非
法医疗美容的“亮剑”行动。省卫生计生委
还专门设立了12356投诉举报电话，随时接
受群众投诉举报。

“‘亮剑’行动带来的效果显而易见，
公安部门和卫生部门之间的执法配合更为密
切；网信部门可以监测网上的非法医疗美容
信息，查封非法医疗美容网站的端口和域
名，从源头上切断非法医疗美容信息的传
播；人社部门可以针对非法医疗培训的情况
进行监督查处；海关则负责打击走私药品、
医疗器械等行为。”连易水表示。

据了解，截至今年 10 月 31 日，各级
卫生计生监督执法机构在“亮剑”行动中
共出动执法人员 1 万余人次，在公安、食
药监、工商等部门的密切配合下，排查各
类机构及场所 9000 余家。共立案 117 起，
结案 90 起，移送司法 1 起，暂停 36 家涉案
机构 （主要是非法开展医疗美容活动的生
活美容场所） 的执业活动，关闭或暂时关
停涉嫌从事非法医疗美容活动宣传的网站
14 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