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022年8月

爱康集团连续四年荣获“德勤年度中国卓越管理公司”

(BestManagedCompanies)。

■ 2022年7月

爱康集团荣获《南方周末》“2022年度责任案例”。

■ 2021年

《财富》全球500强在华企业的288家、《福布斯》榜上中国规模排名

前100强的94家，都选择了爱康集团。

■ 2021年12月

爱康集团连续三年荣获《经济观察报》年度“中国受尊敬企业”。

■ 2021年10月

爱康集团荣获中国新闻社、《中国新闻周刊》“2021年度责任企业”。

■ 2021年5-6月

爱康旗下4家体检中心高分通过国际JCI认证，

成为中国国内首家获JCI金章的专业体检机构。

■ 2020年11月

爱康集团荣获英国《金融时报》“2020年度中国创新企业”。

■ 2019年6月

爱康集团成为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大会的铂金合作伙伴。

致力成为世界级的健康管理集团

爱康集团是中国领先的中高端连锁体检与健康管理集团，通过旗下多个
品牌，为团体客户和家庭、个人提供高品质的健康体检、疾病监测、齿科服务、
私人医生、职场健康、抗衰老等健康管理服务。

覆盖全国的体检网络

截至2022年11月，爱康集团（包括并购基金）已在59个大城市设有158家
体检与医疗服务中心。同时，爱康集团与全国200多个城市超过800家医疗机
构建立合作网络。

我们的荣誉

“人文体验第一，是我在爱康最深的感触。”高井
生主任感慨到，“整个中心，处处都体现了爱康的服务
精神。”胃肠镜中心采取客人预约制、专业的医师团队
全程一对一服务，为肠胃健康进行全方位的管理指
导，筛查常规食道、胃、肠道疾病，实现检查、诊断一步
到位的服务。

步入中心区域，舒适的灯光、宽敞温馨的环境，处
处细节彰显贴心。一对一服务保证绝对私密空间，缓
解局促与紧张感。中心设置了休息区、更衣间、沐浴
间，配备国际品牌沐浴、洗护产品，满足各类人群的需
求，放松心情、宾至如归。
“在日常沟通中，我们发现肠胃不适的人一

提到胃肠镜检查就表示排斥的态度，因为大家
觉得将一根长长的管子放进身体里面会让人感
觉到非常痛苦。”任媛媛护士长说，“我们爱康胃
肠镜中心就从环境、设备到体验，大大减轻了客
人的担忧和紧张，也希望更多有需要的人来到
爱康，体验温暖、舒适、安全、精准的胃肠镜，及
时发现胃肠道早期器质性病变，爱康为您的健
康保驾护航。”

爱康集团一直致力于从健康体检的各个维度着
手，做到疾病的及早发现，同时从用户角度出发，实现
体检有人“管”。继2017年6月，推出iKangCare+和
iKangPartners+计划，实现有人“管”的体检
后，2018年11月，爱康集团再次战略升
级，推出有人“管”的体检2.0及iKan-

gAI+与iKangNetwork+计划，旨在通过人工智能赋能
传统体检，帮助用户更早发现、更早诊断、更早治疗。

正如爱康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CEO张黎刚
所言，只要坚守价值观、坚持以质取信、坚
持把“尊重与关爱”作为己任，坚持创
新，爱康一定能走向更远的未来。

“一管到底的温暖三分钟”——服务体验彰显爱康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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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井生，副主任医师，从事内科工
作40余年，主要以消化内科诊断和治
疗及内窥镜诊断等为长项，擅长于内
窥镜镜下取异物及息肉切除术等，每
年进行1000例人次胃肠镜检查。1994
年天和医院消化内科进修，2007 至
2014年任汉沽医学理事会理事，汉沽
盐场医院业务副院长。2006年荣获汉
沽区卫生行业诚信个人，2008年获得
胃镜检查导入装置国家专利。

吉利大厦爱康体检中心进行房屋
改造时，在 10 层特别建立胃肠镜中
心。2022年 10月底，胃肠镜中心开始
营业。吉利大厦爱康体检中心不但拥
有技术精湛、经验丰富的胃肠镜检查护
理团队，在硬件方面也采用奥林巴斯
290版本的高清晰仪器，光滑度和柔和
度都很好，在目前业内仪器中属于高水
平，整体体现爱康的企业文化、服务理

念、专业水平。
在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的今天，

对于很多消费者来说，在体检时，要
注重进行胃肠镜检查，因为胃肠镜检
查对癌症筛查有所助益，不能疏忽大
意。因为受经济条件、预防意识等因
素，多数人选择的体检项目仅局限于
抽血化验、心电图、彩超、CT等检查，
往往缺少胃肠镜检查。一般来说，一
旦出现腹胀、嗳气、反酸等症状，就要
做胃镜检查，而出现大便不成形、一
天三次大便、血便、腰疼等情况就要
做肠镜检查。所以，我建议55岁以上
的人，每年要做一次胃镜检查。对于
现在忙于工作、生活压力大的中青
年，我也要特别提示，一日三餐要按时
按量吃，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尽量少
熬夜，避免烟酒刺激，对于胃肠的保护
也是很重要的。

胃肠镜检查 不可忽视的消化系统“卫士”
——记天津爱康胃肠镜中心

胃肠镜检查对癌症筛查有所助益
——专访爱康体检胃肠镜主任 高井生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明确了2035年建成健康中

国的远景目标。“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进一步细化了“十四五”时期全

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目标任务。健康中国蓝图已经绘就，关键在于抓好落实，以全

方位全生命期的健康体系守护人民群众健康。未来，我国将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

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完善人民健康促进政策。在深入开展健康中国行动和爱国卫生

运动、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的今天，而且从世界消化介入学会年会的专业角度来

看，胃肠镜作为相对常见的一种疾病，应该得到更广大人群的重视。

爱康国宾作为中国领先的提供体检和就医服务的健康管理机构，不久前在天津

吉利大厦分院开设了集胃镜、肠镜于一体的综合性内镜中心，这是爱康集团继北京、

上海、广州后的第四家，同时也是第一家设立于爱康国宾分院的胃肠镜中心。

胃肠镜检查是胃肠道检查最普遍、最直接、最
准确的检查方法，目前胃肠镜检查的应用非常广
泛，主要是检查胃肠道黏膜是否发生病变，病变的
性质是良性还是恶性，可以在发现病变以后进行
活检，进一步证实病变的性质，也可以在胃镜或者
肠镜底下做进一步的治疗。
“除了能看黏膜病变，胃肠镜还可以看黏膜

下是否有肿物生长。如果有肿物生长，就可以看
到黏膜会隆起，会被肿物顶起来，可以通过胃肠
镜指导超声去看黏膜下肿物的性质、侵犯的范
围、是良性还是恶性。”爱康国宾体检胃肠镜中心

高井生主任介绍，“除了这上面的这些可以看黏
膜的病变、黏膜下的病变，还可以用来评估胃肠
的功能，通过胃肠镜可以看到有没有胆汁反流、
有没有排空的障碍、有没有看到结肠的冗长、有
没有看到潴留等，可以用来评估胃肠的一些功
能。肠镜还可以看到一些解剖学异常，比如在贲
门区域，可以看到有没有食管裂孔疝，食管、胃、
肠腔有没有憩室等。”
根据数据统计胃肠道癌位居中国癌症发病

率前列，高危人群在40-74岁，专家建议每年1次
胃镜普查，55岁以上人群，每年一次肠癌筛查。特

别对于上消化症状患者，即包括上腹部不适、胀
痛、反酸、吞咽不适、呃逆等不明原因的食欲下降，
贫血等症状。需要随访的病变，即溃疡病、萎缩性
胃炎、癌前病变等。高危人群，即食管癌、胃癌、肠
癌的高发区普查。
天津爱康国宾胃肠镜中心位于天津市和平区

南京路 209 号吉利大厦 10 层，环境优美、私密性
强，是集胃镜、肠镜于一体的综合性内镜中心。占
地面积约 260 余平方米，设有患者更衣室、淋浴
室、胃肠镜检查室、清洗消毒室、储藏间等，实现
了胃肠镜清洗、消毒、存放无缝对接。

“健康可以那么近”——胃肠镜早筛至关重要

“检测，就要尽力更精准”——先进设备配合实力团队

天津爱康胃肠镜中心设有奥林巴斯290高清型
肠胃镜、全自动清洗设备，是目前市场上先进的电子
胃肠镜系统之一，其清晰度可直接观察到胃肠黏膜
的微小变化，是诊断胃肠黏膜病变观察评估的有效

选择。适用于胃癌、肠癌的早期筛查。
“奥林巴斯 290 高清型胃肠镜是当下清晰度

非常高的设备，可直接观察到胃肠黏膜的微小
变化，有利于对病变的性质进行组织学定性，是

诊断胃肠黏膜病变的有效选择。”高井生主任介
绍，“在中心成立之初，集团领导就非常重视，
表示既然要检、那就要尽力做到最好！最终集
团选择了 290 型高清设备，我们专家组也非常振
奋，这是目前爱康集团全国四家胃肠镜中心里
最先进的，能给客户带来更为精准的检测结
果。”据悉，中心具备胃镜检查导入装置国家专
利，专家可根据术中情况，在过程中取样病理、
送检筛查。
“中心的麻醉、医师和护士团队都是优中选

优，专业水平过硬、均有三甲医院从业经历。”高
井生主任表示，“包括中心的护士长从事护士工
作十余年，曾荣获爱康集团天津区美小护第一
名，代表爱康集团天津区参加全国美小护比赛，
是天津区出类拔萃的护士长。”提到中心团队，高
主任非常自豪，“设备可靠，医生团队手法娴熟、
技术过硬，护理团队经验丰富。各个方面的精益
求精，决定了天津爱康胃肠镜中心有信心为顾客
提供更好的检测服务。”

什么是无痛胃肠镜？无痛胃肠镜检查是在监
护仪严密监测患者的呼吸循环的情况下，由医生采
用起效快、代谢快、作用确切的麻醉药物，被检者
在数秒钟内入睡，完成检查后立即就能苏醒，检查
过程中不会有任何的不适和痛苦，是更人性化的内
镜检查治疗技术。检查期间内镜医生可以仔细从
容地检查胃肠道的各个部位，避免了因为紧张躁动
造成不必要的损伤，作出更准确的诊断，其高度的
安全性已经得到证实。

对于天津爱康胃肠镜中心的团队来说，安全更是
重中之重。

术前一周，体检中心会对客人进行全面的术前
检查，包括血象、全身综合指标等，确保客人身体状
态。术中，中心有先进的监控设备，术中全程实时心
电监护，脉搏血氧仪更能直观观察客人的状态，精准
的麻醉机可将气体输送客人；每一次呼吸时的流量
和压力均通过双流量传感器精准输送给客人，遇到

突发情况可第一时间报警。血氧脉搏仪在术后持续
监测生命体征。术后则有20-30分钟的苏醒留观
期，待报告出具后，根据客户情况，由胃肠镜中心及
健康管理部进行回访，给予客人健康指导，如需就
医，中心与几家三甲医院都建立了绿色通道，无需重
复检查、直接进行下一步治疗。

全自动清洗设备也是中心的一大亮点，“我们

的清洗设备可同时清洗两条内镜，比手动清洗增加
了清洗、消毒效果。配备记忆打印机，清洗消毒和
操作条件，都可被打印出来，均符合国家标准，可
终生追溯。”胃肠镜中心护士长任媛媛介绍，清洗
分为初洗、消毒、干燥三步，经过这些步骤后内镜
放入存储柜进行二次消毒。每天的晨消、检查也都
是必须进行的。

“安全，更是重中之重”——点滴细节坚持一丝不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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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文艺频道

18:15 幸 福在哪里
（24、25、26）

■酒席间，韩江川敬
向远酒，向远不肯喝酒，韩
江川恼羞成怒，骂向远毁
了麦秋的前程，向远控制
不住情绪，打了韩江川一
拳，麦秋不明白向远为什
么发火。朵朵准备离开天
海去香港，舍不得向远，泪
流满面。这时的陆成、向
远、麦秋都有各自的沮丧，
分外伤感。

都市频道

21:00 母 亲的战争
（6、7）

■马娟询问马鸣，王
燕儿为什么要跟他离婚，
马鸣不肯说，马母则在一
旁敷衍。马娟只好直接去
问王燕儿，王燕儿说是因
为马母看不起她，但是她
找不出被轻视的原因，这
一切都是马鸣的懦弱和自
私造成的，所以她不想跟
他过了……

天津卫视

19:30 幸 福到万家
(11、12）

■李公安为了避免大
家对簿公堂而伤了和睦，
再一次去找万善堂调解。
这次万善堂对李公安和稀
泥的态度十分不满，让他
大事化小的想法就此作
罢。出于法律成本的考
虑，王家接受关涛的建议，
让关涛先发一封律师函到
万家集团，正式向对方告
知自己的诉求和相对应的
法律责任。

文艺频道

20:30 最美文化人

■本期节目请到了一
对画坛父子——霍春阳和
霍岩。作为“70后”画坛
的中坚力量，霍岩会用
“憨”来形容自己的为人和
画作。进入不惑之年，他
更多了一份成熟与积淀，
但面对父亲霍春阳时，他
始终是少年模样，让父子
间充满了和谐温馨的欢乐
时光。“父母之爱子，则为
之计深远”，在霍岩的艺术
之路上，霍老看似无心栽
柳，却始终言传身教。节
目中，两人向观众展示了
他们之间亦师亦友、真情
守护的父子关系。

都市频道

18:05 家居大变身

■老两口喜提一套心
仪养老房，格局方正，宽敞
明亮，但也给主人带来困
扰。客厅太方了，而且门
多墙少，沙发、电视机怎么
摆，卫生间不仅没有采光，
而且通风也不好，再加上
返潮，导致墙面瓷砖脱
落。节目中，专家给予建
议，解决了这些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