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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整形行业形势好，一些人动起了
“歪脑筋”——

服装店里居然做起“微整形”
3 部门联合督查，
城区 7 家单位违规从事医疗美容被处罚

红吉看天

近年来，
美容整形行业走势一路看好，
导致一些人动起了
“歪脑筋”
，
不但在美容院里做起了无证照的
“微整形”
，
而且在一些根本不符合美容条件或不具备资质的美甲店、
美发店里接起了美容整形业务。
近日，区卫生监督所联合区市场监管局及公安富阳分局对城区美容行业进行联合监督检查，查实有
7 家单位涉及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从事医疗美容活动被查。

今日
天气

多云
气温：
17℃—30℃

多云到阴
气温：
19℃—29℃

后天

在服装店里打
“瘦脸针”做“微整形”，
你敢尝试吗？

明天

记者 徐丽亚 通讯员 徐抗抗

阴到多云
气温：
19℃—29℃

周末云层加厚

不下雨，也不晒
适合来一趟亲水之旅

7家单位涉嫌无证从事医疗美容
随着美容行业发展，
“ 微整形”受到
不少爱美人士青睐。这些年，富阳一些
美容院，甚至是美甲店、美发店都悄悄
地加入到“微整形”行列。这些场所真
的令人放心吗？他们具备了相应的资
质吗？
据了解，目前全区有持证的生活性
美容场所 150 多家。在这次联合监督检
查中，共检查美容单位、美甲单位和纹
身、纹绣行业单位 42 家，其中发现有 7 家
单位涉及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
自开展医疗美容，同时这 7 家单位为顾客
提供医疗美容的工作人员都没有取得医
师资格证书。这些场所最大的不到 100
平方米，有些“隐身”于写字楼内，有些
“寄居”在店面房中。
当天，记者跟随联合执法人员先后
来到了金平路、横凉亭路、春秋北路等地
的美容院及美甲店。检查中发现，部分
美容场所内有医疗美容仪器。在东方茂
一幢写字楼内，执法人员发现了某美容
院正在开展注射医疗美容项目，并在现
场找到许多未开封的玻尿酸、肉毒素等
药品。

服装店里给你做
“微整形”
当执法人员来到春秋北路一家服装
店进行例行检查时，在该店的收银台上
查到写有“客户名单”
“ 美容”的登记本，
上面记录了“XX2000 瘦脸”
“ 一针美容
2000”
“XX 埋线”等字样。当执法人员要
求服装店出示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时，
店主斯某表示无法出示。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根据相关法
规，所有动刀的、用药的都属于医疗美容
范畴。区卫生监督所执法人员说，医疗
美容是指应用手术、注射和药物进行塑
形，所以“微整形”属于医疗美容的范畴
是毫无疑问的。
经执法人员调查，斯某存在以下违
法事实：自 2016 年 5 月 6 日至 2017 年 4 月
5 日期间，斯某在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
可证的情况下，在服装店里擅自开展注
射玻尿酸、注射肉毒素、埋线等医疗美容
服务，非法所得 95000 元整。

医疗美容市场将全面整顿
从联合执法查处情况看，这 7 家未取
得执业许可证擅自开展医疗美容活动的

单位涉及三大类问题。第一类是使用激
光仪、超声刀，给顾客进行点痣、祛斑等；
第二类是给顾客注射玻尿酸、穴位埋线，
做“微整”
“ 微雕”；第三类是给顾客注射
生长因子、肉毒素等药品。
区卫生监督所副所长赵军表示，
卫生
监督部门对这 7 家涉嫌无证从事医疗美
容活动的单位已进行立案查处，
目前部分
涉案单位已经结案。此外，
对其中查证属
实从事假药销售及未标注中文标签的药
品，
已移送区市场监管局进行鉴定。
在检查过程中发现也一些生活性美
容单位存在超范围从事医疗美容活动的
行为。而按照规定，
这些单位必须取得医
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核准开展医疗美容的
活动，
才能给顾客提供医疗美容服务。
记者了解到，
目前富阳持证可以开展
医疗美容的共有 6 家单位，其中 4 家为公
立医院，
分别是富阳一院、
富阳二院、
区中
医院和区妇保院；
两家为民营医疗美容机
构，
分别是美合医疗门诊和富阳维美健康
咨询有限公司公望街医疗美容诊所。
区卫生监督所相关负责人表示，
接下
来，
该所将继续联合区市场监管局和公安
富阳分局对医疗美容市场进行全面整顿，
全年不间断地对这个行业进行监督。

朋友圈

本周六，
“5·20”表白日
你们的幸福，全城见证！
本报讯（记者 胡红吉）5 月 20 日，本
周六，一年一度的“表白日”。你想过用
什么方式来对爱的 TA 表白吗？
“ 富报
君”早就为各位想到了，今天就是呈现
惊喜的时刻！
上周三，
《富阳日报》以全新的大报
“姿态”与所有富阳人见面。为了纪念
这个重要变化，我们让全城 67 万人见证

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秀恩爱”——在封
底版面上以创意图文形式，对亲爱的读
者表达 25 年来的相伴恩情，同时，邀请
每一位读者在该版面的空白处写上真
情告白，然后通过微信发送给我们。
在这些告白中，有情侣、夫妻间的
幸福爱意，有儿女与父母间的骨肉亲
情，还有老师和学生间的守望关爱……

最终，我们从中精选了 25 个表白语录，
接下来会与“表白者”取得联系，分别送
上由开元珠宝和光大银行提供的精美
礼品一份。同时，登上今天这个版面的
“表白者”，请于 5 月 20 日到元麦山居玉
长城店（玉长城一楼步行街 W1012 号）
领取价值 218 元蛋糕一份。

天钟山红睡莲（天气拍客 王仁湘/摄）
本报讯（记者 胡红吉）先说一个数
据：
43.6℃！这是昨天我国内蒙古某地
的最高气温，
为当地高温的历史极值。
同一时段，
华北、
东北的大部分地区都
陷入了今年第一波凶猛高温中。这样
一对比，
富阳小伙伴是不是觉得幸福多
了，
特别是马上到来的周末，
不下雨、
也
不晒，
还是蛮适合出游的。
过去两天，中央气象台连续发布
高温黄色预警，但这个预警并不针对
我们江南地区。昨天，受夜间晴空辐
射降温的影响，富阳早晨凉意明显，
城区的最低气温仅 14.8℃。等到了白
天，明晃晃的阳光下，最高气温飙升
到 30.6℃。一天下来，我们恍如穿越
了三季。
今天开始，富阳上空的云量将逐
渐增多。周末两天，主打多云或阴
天，早前预报说的“小阵雨”出现概率

减少，大家可以放心安排户外活动。
同时，周末的气温也不低，白天最高
仍有 29℃左右。这样的天气，适合安
排一趟亲水之旅，既不用担心烈日暴
晒，
也不会感觉嬉水太凉。
再展望一下下周初的天气。5 月
22 日（下周一）夜里前后起，一直到 24
日，由于冷空气的南下，富阳将迎来
一轮明显的持续性降雨过程，雨量可
达中到大雨，气温也将随之下降，最
高降至 24℃。所以，大家要抓紧眼下
这两天洗晒衣被。
富阳城区空气质量预报（5 月 19 日）
空气质量指数
空气质量级别
空气质量描述
首要污染物

50—70
Ⅱ
良

PM2.5
建议：
极少数异常敏感人群应减少户外活动。
富阳区环保局和富阳区气象局
2017 年 5 月 18 日 16 时发布

富阳全面整治瓶（桶）装饮用水
发出责令整改通知书 6 份
现场查封问题桶装水 31 桶
本报讯（记者 徐丽亚 通讯员 黄铁
敏 徐宏伟）连日来，区市场监管局在全区
范围内开展桶（瓶）装饮用水专项整治工
作，发出责令整改通知书 6 份，现场查封
问题桶装水 31 桶，进一步规范了桶装饮
用水生产经营行为，确保桶（瓶）装饮用
水质量安全。
结合食品安全排雷“百日攻坚”及杭
州市要求，该局第一时间召集 13 个市场
监管所及应急指挥中心、稽查大队、法规
科、网监科等业务科室，明确桶装饮用水
专项监督检查工作任务、检查内容、进度
安排及工作要求，迅速开展全面摸排、认
真检查、从严执法，务必做到对获证企
业、桶装水销售网点 100%覆盖，对涉嫌造
假的黑窝点
“发现一家、查处一家”
。
经排查，截至目前，富阳共有饮用水
生产企业 9 家，其中 1 家为天然水和矿泉
水，其余 8 家为天然水；1 家停产（经营不
善导致破产，机器设备已变卖），8 家正常
生产；共有饮用水销售网点 36 家，其中有
证有照 31 家，有照无证 1 家，无证无照 4

家，暂未发现有生产经营假冒桶装水情
况。排查后，该局已对辖区内所有生产
经营饮用水单位建立分类监管档案。
据悉，现场检查重点是对生产企业
的饮用水水源、生产工艺执行情况、生产
加工场所和设备清洁卫生状况、消毒、杀
菌工艺是否到位、出厂检验制度是否落
实、包装容器（桶、盖）取证是否完善、标
识标签是否存在问题、从业人员健康证
执证情况等进行了监督检查。通过检
查，执法人员也发现了企业饮用水桶及
桶盖进货索票索证、台账不完善，厂区内
卫生状况较差、设备清洗消毒措施不落
实、出厂检验制度执行不到位、标识、标
签等存在问题。对存在问题企业，发出
责令整改通知书 6 份，要求企业限期整
改，对 2 家在标识标注上问题较大企业予
以 立 案 查 处 ，现 场 查 封 问 题 桶 装 水 31
桶。销售环节无证无照立案 3 起。同时，
还对全区桶装饮用水企业进行了全覆盖
监督抽检，目前已对 8 家企业抽取 9 批次
饮用水。

富阳里山小伙夏志伟
世界残奥田径大赛北京站获金牌
本报讯（记者 陈凌）近日，2017 年世
界残奥田径大奖赛北京站在中国残疾人
体育运动管理中心落下帷幕。在去年里
约残奥会男子 F41 级铅球项目上收获铜
牌的富阳里山小伙夏志伟，在这次比赛
中参加了铅球和铁饼两个项目，分别以
11.86 米和 36.87 米的成绩，获得这两个
项目的金牌。今年 7 月，夏志伟还将代表
国家队赴英国参加世锦赛。
据悉，本届大赛共有来自 15 个国家
和地区的 223 名残疾人运动员参赛，中国
队共派出 70 名运动员，主要目标是选拔、
培养新运动员，
为世锦赛练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