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莆田系包裝假醫生斂財
本報專訪「中國打假第一人」王海起底醫騙伎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道） 作為「中國打假第一人」，王海18年前就開始對莆田

系醫療機構進行調查，當年在為客戶調查一宗假藥案時，他順籐摸瓜發現了莆田系的隱匿帝國

及醫療詐騙等問題。王海接受本報專訪時起底莆田系利用信息不對稱欺騙患者的伎倆，認為魏

則西的悲劇只是莆田系醫院慣用伎倆不斷得逞的冰山一角。他說，莆田系醫院慣於虛假宣傳包

裝假醫生，向患者誇大或虛構病情斂財。王海指出，莆田系的野蠻生長得益於過於輕微的行政

處罰、難以落實的刑事責任追究以及衛生部門的監管缺失，也是內地相關部門制度建設以企業

利益為重而非以消費者利益優先的必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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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說，最先關注到莆田系是在1998
年對一種名叫「淋必治」的假藥進

行調查，打假到後期，藥店裡已不敢賣這
種藥。王海團隊的調查員隨即來到一家民
營醫院開藥，醫生卻「診斷」出該調查員
患了淋病。然而該調查員去正規公立醫院
複查，並沒有問題。

魏則西悲劇僅冰山一角
類似以虛構病情進行醫療欺詐的案

例，王海團隊陸續還在北京、武漢、長
沙等地的20多家醫療機構找到證據。而
這些游醫機構基本上都是來自福建莆田
市。1998年，王海將他的調查情況向衛
生藥監部門進行實名舉報，並將此事曝
光於媒體。這是莆田系醫院首次以負面
形象走進公眾視野。
「由於醫學有很強的專業性，患者對

疾病、對治療方案或者藥品並不了解，
莆田系就是利用了這種信息不對稱進行
欺詐。」王海說，他們往往會忽悠患
者，稱自己的治療方案是祖傳秘方或者
國際最先進技術，通過製造權威、虛假
宣傳包裝假醫生、假專家，誇大或者虛

構病情，拿假的X光片告訴患者有腫
瘤，必須手術治療等。王海認為，此次
魏則西的悲劇，依然是莆田系醫院慣用
伎倆不斷得逞的冰山一角。

違法成本過低助長擴張
王海告訴記者，1998年，他就有關調查

向衛生藥監部門進行實名舉報後，衛生部
隨即發文，取締各地游醫機構，並要求政
府舉辦的非營利性醫療機構不得投資與其

他組織合資合作設立非獨立法人資格的營
利性的「科室」。
然而，隨着內地對民營醫療的政策逐漸

放開，莆田系改頭換面，捲土重來，通過
出資新建或者併購等形式大規模登陸內地
醫院。分析其原因，王海認為，首先內地
公立醫院制度本身就存在缺陷，很多公立
醫院的診費根本無法支撐醫院的正常運
轉，這就給莆田系留下可以鑽的空子。其
次，法律對虛假宣傳的懲處力度不夠，並
不會以詐騙罪或者非法行醫罪論處，這使
違法成本過低；同時，執法也不嚴，明令
禁止的承包科室可以通過「設備投資、技
術合作、管理顧問」等文字包裝繞過監
管，堂而皇之存在。
此外，王海強調，內地相關部門在制度

建設中往往以企業導向，即立法、行政和
司法往往以企業利益為重而非以消費者利
益優先，這助長了尋租（獲得壟斷地位從
而得到利潤所從事的非生產性尋利活動）
空間和腐敗溫床。「這種制度缺陷與監管
缺失助長了莆田系野蠻擴張，消除了他們
的負罪感。據我了解，他們甚至認為這不
是犯罪，而是一項事業。」

王海與莆田系鬥了18年，莆田系的游醫
產業鏈卻越「鬥」越壯大，莆田系不少四
處貼小廣告的小診所卻「鬥」成了資產數
以億計的上市公司。若不是青年魏則西之
死，令莆田系再度站在曝光台上，人們仍

會將大把的救命錢扔給這些唯利是圖的不法商人。
一個人與一群企業甚至整個行業的鬥爭是殘酷的。王海曾

以莆田系詹國團家族為典型，向衛生部門舉報，並將惡行曝
光於媒體。然而，詹出走新加坡，短暫蟄居後，又以外商身
份「轉型升級」，完成從性病游醫到正規軍的「蝶變」。詹
甚至在事後表示，自己非常感謝王海，如果沒有王海的打
假，就不會有他的新生和今天的光明。由此可見，舉報游醫
打假之艱難，違法成本和行業准入門檻之低。

重大改變往往是由小事推動的。比如曾經的孫志剛之死，
推動了收容教養制度的終結；比如山東問題疫苗案，改變
了中國疫苗的流通監管政策。魏則西之死，究竟能給中國
社會帶來什麼？目前尚不得而知。但我想，經過這次風波
和徹底的暴露，王海定將不會再是「一個人的戰鬥」。更
多的民眾、醫療機構和監管部門乃至有良知的非公有制醫療
從業者，都會同他站在一起，變成一個國家的戰鬥。

話說回來，如果中國各行業准入嚴格、管理規範、監
管得力、執業標準、懲處及時，這個社會也許將不再需
要王海這樣的職業打假人。願中國再無王海。

■記者劉凝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
道）隨着民營醫院近年來的大舉發展，
各種醫療亂象頻生，如何對民營醫院進
行監管？長期關注消費者權益的職業打
假人王海向本報記者建議，民營醫院監
管應建立吹哨人制度，讓那些不良醫院
不敢騙。同時，也要強制醫院進行充分
的信息披露，減少信息不對稱，並發展
各類疾病的患者組織，讓不良醫院不能
騙。
王海指出，所謂「吹哨人」，就是知情

人士的爆料制度。如果在民營醫院監管領
域，能夠建立起該制度，可以達到對不法

企業從內部攻破的作用，從而大幅度降低
監管成本。

提高懲罰性賠償力度
除了吹哨人制度讓舉報人可以分享罰

款，王海建議，也要提高對不法醫院的懲
罰性賠償力度。現在很多患者請不起律
師、打不起官司，如果能夠對醫院的違法
行為進行高額懲罰，這不僅可以讓患者覺
得維權划算，增加維權積極性，也能增加
醫院的違法成本。
王海強調，政府監管部門要在減少患

者與醫生之間的信息不對稱上下功夫。

莆田系醫院現在暴露出來的欺詐伎倆都
是建立在信息不對稱基礎上，如果能夠
強制醫院進行充分的信息披露，比如將
醫生資質、治療方案、醫療器械和藥品
的許可載入病例，或可以減少患者被騙
的可能。
此外，王海認為，魏則西事件還暴露出

建立患者組織的必要性。組織的力量總是
要大於個人，患者組織可以利用集體力
量，對醫院新治療方案的有效性展開調
查，或者對醫院的欺詐行為進行披露。通
過組織與醫院博弈，這會讓不良民營醫院
不敢騙、也不能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魏則
西事件發生後，國家衛計委日前召開較大規模的
電視電話會議，要求各級醫療機構進一步強化
依法執業意識，各級衛生計生行政部門要進一
步加強對違規醫療行為的監管和打擊力度。會
議強調，醫療機構必須依法執業，禁止出租或
變相出租科室，以及發佈虛假醫療廣告等違法
違規行為。

加強醫療技術臨床應用管理
針對因魏則西事件而備受爭議的生物免疫療法，

會議強調，要進一步加強醫療技術臨床應用管理，
未在「限制臨床應用的醫療技術（2015版）」名
單內的《首批允許臨床應用的第三類醫療技術目
錄》其他在列技術（主要指自體免疫細胞治療技術
等），按照臨床研究的相關規定執行。
分析指出，將免疫細胞治療技術等按照臨床研究

的相關規定執行，意味着項目的委託方、資助方已
經支付臨床研究中受試者用藥、檢查、手術等相關
費用的，醫療衛生機構不得向受試者重複收取費
用。也就是說，臨床研究相當於把患者當作研究對
象，原則上不能向患者收費。
會議最後強調，各級衛生計生行政部門要立即

組織對轄區內醫療機構違規出租或變相出租科
室、違規開展醫療技術臨床應用的情況開展全面
清理，積極配合工商部門查處違法發佈醫療廣告
的行為，以高度負責的態度，認真履職盡責，更
好地維護人民群眾的健康權益。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馬琳 北京報道）
魏則西事件的爆發，
把發佈虛假廣告的百
度推上了風口浪尖。
然而，在王海看來，
工商部門不作為的
「因」，才有了百度
「 助 紂 為 虐 」 的
「果」。王海認為，

國家工商總局、北京市工商局、海淀工商分局長期縱容百度虛假廣
告氾濫，存在嚴重瀆職不作為。國家工商總局昨日發文則表示，要
在今年5至11月展開專項行動，治理互聯網虛假違法廣告。
2016年1月，關於百度競價出售病種類貼吧，發佈虛假醫療廣
告的消息引發爭議。短短4個月後，21歲的大學生魏則西之死再
次激起公眾對百度競價排名推廣的質疑。
百度推廣到底算不算廣告？根據2015年9月1日起實施的新
《廣告法》已將互聯網廣告納入監管範圍，但未具體提及「競價
排名」問題。該法規定：在中國境內，商品經營者或者服務提供
者通過一定媒介和形式，直接或者間接地介紹自己所推銷的商品
或者服務的商業廣告活動，利用互聯網從事廣告活動，適用本法
的各項規定。

工商局將治理網絡違法廣告
但實踐中，百度公司及部分人士認為，搜索引擎通過競價排名
向用戶宣傳商品或服務並不屬於廣告行為，而是信息檢索服務，
為保持技術中立性，搜索引擎公司無需承擔過高注意義務。
王海指出，推廣商品或服務的虛假文字鏈接，如果付費發佈在
新浪、搜狐等門戶網站上，工商會依照《廣告法》對作為廣告發
佈者的門戶網站予以罰款，但同樣推廣商品或服務的虛假文字鏈
接付費發佈在百度首頁，工商則認為這不屬於廣告，百度迄今沒
有因為競價排名中的虛假廣告被工商罰過一分錢。
王海認為，國家工商總局、北京市工商局、海淀工商分局長期
縱容百度虛假廣告氾濫，給廣大網民帶來巨額經濟損失甚至延誤
疾病治療時機，存在嚴重瀆職不作為。他請求最高人民檢察院以
瀆職罪立案追究工商總局、北京市工商局、海淀工商分局相關責
任人的責任。
不過，國家工商總局表示，為切實維護網絡市場秩序和消費者
合法權益，促進網絡市場健康有序發展，工商總局決定今年5月至
11月全系統深入開展2016網絡市場監管專項行動，將針對重點商
品領域，強化監測監管；打擊網絡商標侵權等違法行為；治理互
聯網虛假違法廣告；集中整治網絡交易平台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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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魏則西去世消息引發關注後，百度競價
排名系統遭受公眾廣泛質疑。 網上圖片

■■連日來，
「魏則西事
件」受到社
會 廣 泛 關
注。圖為有
「中國民營
醫療之鄉」
之稱的福建
莆田巿東莊
鎮。中新社

■■魏則西父親抱兒子遺魏則西父親抱兒子遺
像傷心欲絕像傷心欲絕。。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內地一些地方出現民眾剷除內地一些地方出現民眾剷除
涉虛假的醫療廣告涉虛假的醫療廣告。。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王海被譽為「中國打假第一人」、曾獲得「中央電
視台315晚會年度人物」。從1995年開始，22歲的王
海在一次偶然的北京之行，用兩副索尼耳機雙倍索賠
成功後，開始了他的職業打假生涯。
如今，43歲的王海仍然活躍在維權打假第一線，不

僅成立了職業打假公司，也堅持在做打假維權熱線，
免費為全國各地的消費者提供幫助。
對於職業打假人的存在，民間的爭論一直有兩種聲

音：一種是打假者是消費維權，是正義的化身，是挺身而出的
英雄；另一種則認為打假不屬於消費者行為，是投機者針對企
業的惡意敲詐。
面對爭議，王海回答說：「沒有盈利怎麼打假？打假就是為了
盈利，是用商業手段解決社會問題。」他認為，「打假與正義無
關，也與敲詐無關，只是打假者與被打者之間的法律博弈！」
目前，打假已經不再是王海單兵作戰。王海說，「我們有律
師團，有合作的調查公司，整個打假有一套完整的流程，從調
查取證，一直到訴訟。」
有媒體報道稱，2014年，王海的四個職業打假公司「買了
202萬元假貨，就賺了400多萬元」。 ■記者馬琳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