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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莆田系”医院
盈利秘密

一般民营医院收回投资通常 5~8 年
“莆田系”
一年半左右就可盈利，
3~5 年内就可收回投资；
培训医护人员重要内容是
“话术”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张燕｜北京报道

因

为“魏则西事件”，百度、
“莆

何辨认你身边的莆田系医院》《这些医

百度上键入“莆田系”三个字，显示

田系”等被推上风口浪尖。

院千万不敢去》等帖子开始活跃在各

出来的搜索结果超过 1500 万个。短短

此次事件背后隐藏的医院科室外

大社交媒体上，甚至不少地图平台争

几天时间，无论是隐藏在“莆田系”

包问题，甚至有部分三甲医院也被曝

先推出了“莆田系”医院地图，打开

背后的四大家族，抑或是“莆田系”

出存在科室外包情况，以及由此引起

APP，输入“莆田系”，你所在城市的

医院一直以来的“行骗”案例，都成

的过度医疗问题，也都成为舆论关注

所有“莆田系”医院就出现在了地图上。

为了舆论焦点。

焦点。

在网上流传的“莆田系”医院名

在铺天盖地的报道中，“莆田系”

北京健康促进会会长王昊飞告诉

单中，北京有 20 多家疑似“莆田系”

被描述为“诈骗坑害、谋财害命”。但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虽然目前医疗

医院。事件发生后，部分医院的网站

是同时，这样的医院却占据了中国民

领域“公私合作”包含委托管理、特

已经无法打开。记者随机走访了 8 家

营医院 80% 的份额，在其背后的股东

许经营等多种形式，但“科室外包”

位于北京的医院，全部都在正常营业。

名单中，甚至出现了冯仑、刘永好等

一直属于政府明确禁止的行为，任何

现场前来就诊的患者中，部分患

公立医院不得与其他组织合资合作设

者表示并不清楚该医院是否属于“莆

立“非独立法人”资格的科室、病区。

田系”医院。其中一名患者向记者表
示了自己的疑问，
“网上都说‘莆田系’

冯仑、刘永好等均为“莆田系”
股东
随着“魏则西事件”的发酵，其
背后的“莆田系”也逐渐浮出水面。《如

是骗子医院，如果这家医院是，不是

大佬的名字。

业内人士 ：
“莆田系”如何做到
一年半就盈利
一位从事医疗投资的业内人士对

应该早就被关掉了么？这么大的医院，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在目前国
如果一直在行骗，
那政府为什么不管？”
在与“莆田系”同在风口浪尖的

内的民营医院市场，“莆田系”无疑是
最赚钱的医院。该人士告诉记者，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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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和路边站牌。而这些广告之中，
有相当部分都将疗效夸大。

CFP

受利益驱动的“过度医疗”
前文中涉及投资行业的业内人士

一位曾经在“莆田系”多家医院

告诉记者，过度医疗一直以来是“莆

工作过的人士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田系”的痼疾。一方面，过度医疗和

记者，私立医院相较于公立医院的专

超范围使用医疗技术和药物给“莆田

业和权威性是短板，所以为了让消费

系”带来了优厚的利润；另一方面，
“莆

者接受民营医院，莆田人花费了巨额

田系”的“骗子”名声也由此而来。

的广告费引流。他透露，“莆田系”

此次曝光的“魏则西事件”
，业内

医院主要宣传的病症分为三类 ：第一

大部分专家认为涉及的治疗是一次无效

类是类似男科、不孕不育等病人难以

的、带有欺诈性质的过度治疗。北京健

启齿的疾病 ；第二类是高血压、糖尿

康促进会会长王昊飞告诉《中国经济周

病等无法治愈的慢性疾病 ；第三类则

刊》记者，细胞免疫治疗法在医学界被

是近年来刚开始涉及的，本次“魏则

认为是用来治愈肿瘤的一个方向，但是

西事件”中出现的很难治愈的肿瘤类

目前缺少大规模、正规的临床试验。规

疾病。

范的做法应该是向患者客观、全面、准

“‘莆田系’一直以来都是打的市

确地披露其病情与疗法之间可能会产生

内民营医院的投资回收期通常需要 5

场需求的擦边球。”该人士告诉《中国

～ 8 年，但是在“莆田系”医院内，

经济周刊》记者，“莆田系”医院内部

一般情况下只要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就

对于医护人员有着严格的培训，其中

有一定的原因是缘于受利益驱动而并

可以实现盈利。3 ～ 5 年内就可以收

很大一部分是针对说话的技巧和对待

非出于公益的治病救人。”王昊飞说。

回投资。“这种投资回报率在业内基本

病患的态度。

上是绝无仅有的。”他称。

的作用，而非一味夸大治愈的效果。
“在这种情况下滥收费、推广治疗，

在被问及应如何避免悲剧再次重

“不能完全算是诈骗，但是我们会

演之时，王昊飞说，首先是要全社会

梳理目前已经曝光出来的“莆田

要求医生学会察言观色，知道病人需

重视和加强科学的健康教育，这其中

系”医院名单，不难发现其中最常见

要什么。比如一些慢性疾病，不危及

搜索引擎可以扮演更积极的作用。其

的是男科、妇科、不孕不育等专科。

生命的话公立医院往往不以为然，但

次，坚持依法办医的方向，当道德约

同时，
“莆田系”也拥有整形美容、牙科、

是病人会有很强烈的渴望希望根治，

束不起作用的时候，可以从更加严格

眼科和高端产科等科目。而这些专科

我们就会根据话术来让病人相信他是

的监管法律体系来处理各种形式的违

的共同点是：低风险、高利润、非医保。

可以被治愈的。”该人士向《中国经济

法行医。比如是否可以用《广告法》

此外，“莆田系”医院在广告上的

周刊》记者透露，这些宣传的目的只

来打击夸张、虚假的医疗宣传。

投入也是民营医院里少有的慷慨。据

有一个，就是希望病人会掏出原本不

“但这并不是免疫治疗本身的错

不完全统计，2015 年“莆田系”医院

需要花的钱。对此，他曾经工作过的

误。免疫治疗还在发展中，产生了很

一年的广告费用接近 200 亿元。这或

医院还曾经对医生有过明确规定，即

多令人振奋的实验结果。在规范和审

许是莆田人从游医时代起建立的传统。

单个病人疗程必须在 5 天以上 ；在确

慎的条件下应用该类技术，会在延长

从电线杆贴纸条，到最早投电视广告，

保安全的基础上，尽可能多安排检查

生存期、提高生存质量等方面造福患

时至今日他们的广告遍布电视、电台、

和使用昂贵的药物。

者。”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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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Report

国家网信办公布进驻百度调查结果：
竞价排名机制立即整改
国家网信办 5 月 2 日会同国家工商总
局、国家卫生计生委和北京市有关部门成

调查组对百度公司提出了以下整改要
求：

信誉度为主要权重的排名算法并落实到位 ；
对商业推广信息逐条加注醒目标识，并予

立联合调查组进驻百度公司，集中围绕百

一、立即全面清理整顿医疗类等事关

以风险提示 ；严格限制商业推广信息比例，

度搜索在“魏则西事件”中存在的问题、

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商业推广服务。

搜索竞价排名机制存在的缺陷进行了调查

即日起，对医疗、药品、保健品等相关商

三、建立完善先行赔付等网民权益保

取证。调查组认为，百度搜索相关关键词

业推广活动，进行全面清理整顿，对违规

障机制。畅通网民监督举报渠道，提高对

竞价排名结果客观上对魏则西选择就医产

信息一经发现立即下线，对未获得主管部

网民举报的受理、处置效率 ；对违法违规

生了影响，百度竞价排名机制存在付费竞

门批准资质的医疗机构不得进行商业推广。

信息及侵害网民权益行为，一经发现立即

价权重过高、商业推广标识不清等问题，

二、改变竞价排名机制，不能仅以给

终止服务 ；建立完善相关机制，对网民因

影响了搜索结果的公正性和客观性，容易

钱多少作为排位标准。立即调整相关技术

受商业推广信息误导而造成的损失予以先

误导网民，必须立即整改。

系 统， 在 2016 年 5 月 31 日 前， 提 出 以

行赔付。

每页面不得超过 30%。

（摘编自中国网信网）

调查组公布
对武警北京市总队第二医院的调查结果
5 月 2 日，国家网信办会同国家工商

有限公司的合作。同时，对其他合作项目

的各类广告、信息推广以及宣传进行全面

总局、国家卫生计生委和北京市有关部门

运行情况进行集中梳理清查，停止使用未

彻底清理，积极配合有关部门进行监测，

成立联合调查组进驻百度公司，对“魏则

经批准的临床医疗技术。按照中央军委《关

坚决查处、严肃处理。

西事件”进行调查。同时，国家卫生计生委、

于军队和武警部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活动

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武警部队后

的通知》要求，对所有合作项目立即终止 ；

由其主管部门实施吊销医师执业证书等行

勤部卫生局于 5 月 3 日进驻武警北京市总

对全院聘用医务人员从业资质进行逐一核

政处罚和纪律处分 ；对涉嫌违法犯罪的，

队第二医院（以下简称武警二院），对“魏

查，对发现的问题立即按规定整改。

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则西事件”涉及的医院问题进行调查。

三是对涉事的医务人员依据有关规定，

二是彻底整治涉及武警二院的虚假信

四是在武警二院开展依法执业宣传教

调查认为，武警二院存在科室违规合

息和医疗广告，合作方立即终止与有关媒

育和纪律整顿，完善规章制度，规范执业

作、发布虚假信息和医疗广告误导患者和

体公司的合同，停止发布虚假信息、各类

行为，加强内部管理，改进行业作风，彻

公众、聘用的李志亮等人行为恶劣等问题。

广告和不实报道 ；严格按照原解放军总后

底扭转管理混乱问题。同时，以此为鉴，

调查组责成武警二院及其主管部门采取以

勤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原卫生部

举一反三，加强全系统依法执业管理，全

下措施立即整改 ：

等五部门《关于禁止以军队名义发布医疗

面强化行业作风建设，快速、彻底清理整

广告的通知》要求，对涉及部队医疗机构

顿医疗合作项目。

一是立即终止与上海柯莱逊生物技术

（摘编自新华社消息）
责编 ：徐豪 xuhao@ceweekly.cn
美编 ：黄河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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