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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卫计发〔2017〕123 号 

 

 
关于印发《成都市温江区严厉打击非法医疗 

美容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区卫生计生监督执法大队、各镇（街）市场和质量监管所、各镇

（街）派出所、各镇（街）卫计办，各相关部门（单位）：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医疗美容

市场需求日渐旺盛。一些不法分子为牟取利益，在无相应资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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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开展医疗美容相关项目，造成危害和影响消费者健康的事

件时有发生。为进一步净化医疗美容市场环境，维护消费者合法

权益，保护人民健康，根据国家、省、市各级安排部署，在全区

范围开展严厉打击非法医疗美容专项行动。现将《成都市温江区

严厉打击非法医疗美容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印发你们，请认真组

织实施。 

 

 

 

 

成都市温江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成都市温江区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中共成都市温江区委宣传部代章） 

 

 

 

成都市公安局温江区分局     成都市温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成都市温江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 

2017 年 8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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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温江区严厉打击非法医疗美容 
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为严厉打击非法医疗美容，净化医疗服务市场，维护广大民

众健康权益，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等 7 部门《关于开展严厉打击

非法医疗美容专项行动的通知》（国卫办监督函〔2017〕510 号）、

省卫生计生委等 7 部门《关于印发四川省严厉打击非法医疗美容

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川卫函〔2017〕258 号）、市卫计委等 6

部门《关于印发成都市严厉打击非法医疗美容专项行动方案的通

知》（成卫计发〔2017〕58 号）精神，结合我区实际，特制定本

方案。 

一、工作目标 

强化部门配合，覆盖注射用透明质酸钠、胶原蛋白、肉毒毒

素等药品及医疗器械的生产经营使用，医疗美容培训，广告推广

全链条，以查处案件为抓手，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露头就打，绝

不手软，严厉惩治违法犯罪活动，查处一批大案要案，曝光一批

违法企业单位，惩处一批不法分子，坚决有效遏制医疗美容市场

乱象。建立严重违法犯罪者“黑名单”，并纳入社会信用体系，实

施联合惩戒。同时坚持破立结合、打建并举，健全长效机制，加

强管理，促进医疗美容产业规范健康发展，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

权益。 

二、主要任务 

（一）严厉打击无证行医，规范医疗美容服务行为。注射美

容属于医疗美容范畴，必须在取得合法资质的医疗机构开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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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加强生活美容机构监管，查处生活美容机构以及其他机构未取

得相应资质开展医疗美容服务的行为；二是查处无医师资质的个

人开展医疗美容服务的行为；三是查处医师到非医疗机构开展医

疗美容服务的行为；四是以投诉举报为线索，查处利用宾馆酒店、

会所、居民住宅等场所违法开展医疗美容的行为，严厉打击非法

行医、危害药品安全等违法犯罪活动；五是加强美容医疗机构监

管，以注射美容为重点，规范医疗美容服务行为。 

（二）严厉打击非法制售药品医疗器械。加强对药品医疗器

械生产经营企业的监督检查，依法查处违法违规生产经营注射用

透明质酸钠、胶原蛋白、肉毒毒素等药品、医疗器械的行为。严

厉打击走私注射用透明质酸钠、胶原蛋白、肉毒毒素等药品、医

疗器械的行为。 

（三）严肃整治违规医疗美容培训。医疗美容培训属于医疗

技术专业培训，必须由具备资质的医疗机构、医学院校开展，培

训师资和培训对象应当符合《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等规定。

加强对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监督管理，严肃查处违规开展“微整形”

等医疗美容培训行为，查处不具备资质开展培训的机构、单位和

个人。 

（四）严肃查处违法广告和互联网信息。加强广告监管，查

处违法发布广告行为。加强互联网和美展会“微整形”相关信息监

控，清理互联网不良信息。 

三、职责分工 

（一）卫生计生部门。区卫计局负责牵头制定我区专项行动

工作实施方案，组织协调专项行动各成员单位开展专项整治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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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区卫生计生监督执法大队牵头负责专项行方案的具体组织实

施，牵头开展互联网不良信息监测。区卫生计生监督执法大队要

结合医疗机构依法执业专项监督检查，加强美容医疗机构监管，

规范医疗美容服务行为，打击无证行医行为，定期向市卫生计生

监督执法支队报送互联网不良信息监测结果。各镇（街）卫计办

结合日常监督协管巡查工作，开展医疗美容机构、场所的全面排

查，摸清底数、建立台账，并配合卫生计生监督执法大队开展监

督检查。 

（二）市场监管部门。负责加强药品、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

业的监督检查，打击非法制售药品、医疗器械等行为。加强广告

监管，查处未经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审查和未按照《医疗广告审查

证明》违法发布医疗美容广告的行为。依法加强对美容院（所）

的监管，对检查发现的美容院（所）涉嫌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

许可证》开展注射美容等医疗美容的，依法移送卫生计生行政部

门。 

（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监管，

查处违规开展职业技能培训行为。 

（四）网信部门。依法处置相关部门认定的互联网“微整形”

相关不良信息，查处违法违规网站。 

（五）公安机关。配合相关行政执法部门开展联合执法；依

法严厉打击非法行医、危害药品安全等犯罪活动。 

（七）行业协会。配合行政部门加强行业管理，加强医疗美

容宣传教育和科学引导，推动行业自律，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四、实施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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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集中行动阶段（2017 年 7 月—9 月）。区卫计局会同

相关部门（单位）联合印发专项行动实施方案，进行安排部署。

各相关部门（单位）按照方案内容制定具体措施，建立部门联动

工作机制，集中开展专项整治工作。期间，至少开展 2 次部门联

合专项执法行动（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二）阶段性总结阶段（2017 年 10 月）。各相关部门（单

位）总结本系统专项行动集中行动阶段工作情况，并于 20l7 年 9

月 26 日前将阶段性工作总结（包括专项行动集中行动阶段工作

情况、取得的成效、存在的问题和困难、下一步工作安排以及汇

总表）报区卫计局。区卫计局汇总后于 2017 年 10 月 10 日前报

市卫计委综合监督处。 

（三）长效机制建设和巩固阶段（2017 年 11 月—2018 年 3

月）。各部门（单位）对前期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逐项整改，

开展“回头看”，建立专项行动档案，做好迎接国家、省、市专项

督查的工作准备。结合部门职责，完善建立健全工作长效机制，

落实常态化监管措施，促进医疗美容产业规范健康发展。 

五、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医疗美容消费者众多，社

会关注度高，各相关部门（单位）要高度重视，站在服务和保障

民生的高度，以对人民群众健康高度负责的态度，准确把握专项

行动重要意义，充分认识开展专项行动紧迫性。区卫计局牵头建

立我区专项行动联络员制度，各有关部门（单位）负责相关工作

的科室负责同志为联络员，定期召开联络员会议，沟通信息，通

报进展，研究工作。各相关部门（单位）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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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紧组织实施，扎实开展专项行动，确保各项工作任务落到实处。

各美容医疗机构要切实增强依法执业意识，强化自律，规范医疗

美容服务行为。 

（二）密切配合，形成工作合力。专项行动四项工作任务环

环相扣，各有侧重，缺一不可，各有关部门（单位）要按照分工

依法履职，强化事中事后监管，相互协作，密切配合，形成工作

合力。对于工作中发现涉及其他部门职责的案件线索，要及时通

报相应部门。对涉嫌犯罪的案件线索，各行政执法部门要按要求

及时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公安机关要依法受理，对符合立案标准

的及时立案，依法严厉打击。要建立重大案件会商机制，加强重

点案件线索的梳理、研判和会商，切实明确法律依据。通过专项

行动，要不断健全完善部门联合、区域协作、社会共治、打建并

举的工作机制。 

（三）强化宣传，正面舆论引导。各相关部门（单位）要加

强宣传，制作多种形式的宣传材料，利用传统媒体、新媒体等多

渠道进行宣传，协调手机运营商推送公益广告，广泛开展科普宣

传，发布警示信息，宣传专项行动进展，曝光大案要案和典型案

例，揭示违法违规行为可能的危害和后果，提升消费者辨识能力，

引导公众理性认知，倡导消费者自觉选择正规美容医疗机构接受

医疗美容服务。区卫计局设立投诉举报电话（028-82722712），

各相关部门应建立群众投诉制度，公布举报电话，鼓励群众积极

提供案件线索。积极发挥镇（街）、村（社区）委会等基层组织

及卫生计生监督协管员作用，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各相关部门（单

位）对职责范围内的投诉举报要及时核查，做到件件有回音、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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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有着落，依法严肃处理，营造社会共治氛围。 

（四）加强督查，狠抓工作落实。各相关部门（单位）要按

照方案要求，切实履职到位，确保专项行动取得实效。区卫计局

和有关部门将组成联合督查组，对重点区域、重点部门的专项工

作情况开展督查。各相关部门（单位）要定期组织督查工作，了

解基层专项行动进展，协助解决基层工作问题困难，扎实推动专

项行动任务落实。对于专项行动中好的经验做法，要及时总结和

推广。对在专项行动中组织领导不力、工作措施落实不到位的，

要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并进行通报。 

（五）标本兼治，健全长效机制。各相关部门（单位）要积

极探索长效机制建设，进一步完善管理制度，加强监管。一是加

强政务信息公开，加大辖区内美容医疗机构许可、处罚等信息公

开力度，对严重违法犯罪的机构和个人要建立“黑名单”，并纳入

社会信用体系，实施联合惩戒；二是美容医疗机构要认真落实主

体责任，主动公开本机构医疗美容服务的医师、项目、价格，定

期开展依法执业自查整改，并报告属地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及其监

督机构；三是要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加强行业自律，宣传

相关知识，维护行业信誉，规范医疗美容服务行为。 

请各相关部门（单位）于 2017 年 9 月 1 日前将专项行动部

门联络人员表（附件 1）报区卫计局政策法规和行政审批科（邮

箱：584559602@qq.com）；于 2018 年 3 月 15 日前将专项行动总

结和汇总表（附件 2）通过党政内网报送区卫生计生局政策法规

和行政审批科，重大案件查处信息及时报送。  

区卫计局联系人：田阔，联系电话：82720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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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卫生计生监督执法大队联系人：王睿，联系电话：

13568902019 

 

附件:1.成都市温江区严厉打击非法医疗美容专项行动部门

联系人员表 

2.成都市温江区严厉打击非法医疗美容专项行动汇总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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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成都市温江区严厉打击非法医疗美容专项行动部门联系人员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时间： 
 

部门分管领导 科室负责人 

姓  名 职  务 联系电话 姓  名 职  务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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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成都市温江区严厉打击非法医疗美容专项行动汇总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时间： 

非法医疗美容 
非法制售 

药品、医疗器械 处理情况 
无证行医 医疗机构 药品 医疗器械 

违规医疗 
美容培训 

违法发布 
医疗美容广告 

违规发布 
互联网信息 

检查对象数        

案件数        
责令改正数        
警告数        
责令停业整顿户数        
罚款户（人）次        

罚款金额（万元）        

没收违法所得（万元）        
吊销行政许可资质        

移送司法机关        
1.投诉举报情况：投诉举报件；办结件；实施行政处罚件；反馈件；举报人满意件。 
2.互联网不良信息监测情况：搜索引擎 个；网站（页）个；QQ 群 个；微信个；其他个。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审核人： 
 
 



— 12 — 

 
 
 
 
 
 
 
 
 
 
 
 
 
 
 
 
 
 
 
 
 
 
 
 
 
 
 
 
 
 
 
 
 
 
 
 
 
 
 
 
 
 
 
 
 

信息公开类别：主动公开 

成都市温江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办公室     2017 年 8 月 30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