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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热线
024-62429999

可以使用沈阳市医保卡（仅限本人）

活动地址
沈河分院、铁西分院、和平分院、

大东分院、大东综合医院

原价43104310元

单人800元

双人700元/人

三人600元/人

现

健康是人们从事劳动和工作的基
础，也是我们生活的重要保障。但是
现今社会，很多人都处在健康高风险
的阶段，尤其是女性，在家庭和工作的
双重打磨下，显现出各种健康缺口。

统计显示：
——全世界每年新增46.5万宫颈

癌病例，死亡率达50%；
——全世界每年新增 20 万子宫

内膜癌病例，死亡率超过60%；
——全世界每年新增的卵巢癌病

例，死亡率在70%以上；
…… ……
宫颈癌、子宫内膜癌、卵巢癌……
正在成为导致女性死亡的妇科肿

瘤 三大“杀手”。
这些原本多发于高龄女性的疾

病，随着我们生活环境的变化，已悄悄
盯上年轻女性。患病女性越来越年轻
化！死亡病例中近一半还不到40岁！

2003年“乐坛大姐大”梅艳芳因子
宫颈癌逝世，年仅40岁。

2007年《红楼梦》中林黛玉扮演者
陈晓旭因乳腺癌逝世，年仅41岁。

2015 年 1 月 16 日，著名歌手姚贝
娜因患乳腺癌逝于北京，年仅33岁。

被称为“世纪杀手”的癌症，其危
害如此之大。但由于人们对其认识不
够深刻，对其抱有较多的疑问及误解，
全世界每年死于癌症病人数仍不断攀
升，而现实已经敲响了警钟，告诉我
们，了解癌症，预防癌症，刻不容缓。

专家表示，绝大多数癌症在早期
都是可防可治的；定期进行科学专业，
针对性强的防癌体检，能有效实现癌
症早发现早治疗；但体检绝不仅仅只
是验血，拍片，做B超……需要的是更
加专业更加全面的检查！

阳光体检中心特别推出“阳光三
月，三人同行”全面深度体检套餐，

采用“多手段联合检测”的方法，是将国
际目前的高发肿瘤筛查手段优化组合，
保证癌筛查的彻底性。可覆盖心、肺、
肝、胃、乳腺、子宫、卵巢、肾、膀胱、前列
腺、甲状腺、胰腺颅腔等器官的筛查项
目。设备方面更是加入了超导磁共
振、螺旋低剂量CT、全面肿瘤筛查、
三维立体彩超等目前高精检测仪器。

全面体检在阳光
疾病早查更健康

阳光体检价值4310元全身体检套餐，三人成团，每人600元

全身体检套餐项目如下 （体检项目以标注价格的为准）

类别
磁共振MR检查

CT检查

DR数字X光

三维立体
超声检查

多普勒
乳腺检查

妇科检查

癌症检查

实验室检查

中医
齿科

动脉硬化
MDI
特殊
心电图

常规检查

其他

价格合计

体检项目
头部MR（含图文，无胶片）
肺部CT（含图文，无胶片）
头部CT（含图文，无胶片）

腰椎间盘CT（含图文，无胶片）
颈部CT（含图文，无胶片）

胸部数字正侧位片（含图文，无胶片）
腹部彩超（无图文）
胰腺彩超（无图文）
胃部彩超（无图文）

泌尿生殖系彩超（无图文）
颈动脉彩超（无图文）
心脏彩超（无图文）
甲状腺彩超（无图文）
颅内多普勒（TCD）
乳腺彩超（无图文）
宫颈癌筛查（HPV）

液基薄层细胞检测（TCT）
白带常规
妇科查体

甲胎蛋白（AFP）定量检测
癌胚抗原（CEA）定量检测
胰腺肿瘤标记（CA-199）

EB病毒检测
游离前列腺特异抗原(F-PSA)
前列腺特异性抗原（PSA）
乳腺肿瘤标记（CA-153）
卵巢肿瘤标记（CA-125）

超敏C反应蛋白测定（Hs-CRP）
风湿三项

幽门螺旋杆菌（HpAb)
心肌酶谱四项

血液流变学十五项
肝功能十二项
血脂六项
肾功二项
血尿酸检测

血液分析十八项
尿液分析十一项（镜检）
血糖检测（静脉血）

中医诊查
好牙医齿科全景片
动脉硬化检测

MDI亚健康检测
骨密度检测

十二导联心电图
常规耳鼻喉检测
眼科（含裂隙灯）

眼底检测
一般检查
血压
内科
外科

结论分析
卫材费+抽血费

终身电子体检报告
营养早餐

男士价格
792

280
（四选一）

120
130
130
130
130
135
130
100
11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70
60
50
50
70
70
26
25
18
18
5

300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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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60
20
10
20
20
3
2
5
5
5
5
20
赠送
4184

女士价格
792

280
（四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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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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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提出申请到收到办理结
果 只需一次上门或零上门

《规定（草案）》规定，我省行政区域内行政
机关和依法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
组织（以下统称行政机关）以及公用企业事业
单位在提供行政许可、行政确认、行政给付、行
政裁决、行政奖励和其他办事服务过程中开展

“最多跑一次”活动。本规定所称“最多跑一
次”，是指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向行政机
关或者公用企业事业单位申请办理一件事，申
请材料符合法定形式和有关规定的，从提出申
请到收到办理结果全程只需一次上门或者零
上门。

规定所称一件事，是指一个办事事项或可
以一次性提交申请材料的相关联的多个办事
事项。

数据共享推进跨地区、跨
部门、跨层级业务协同能力

《规定（草案）》规定，市、县政府应当按照简
政放权、公开便民、加强监管、优化服务的原则
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将“最多跑一次”改革
作为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并纳入目标绩效考
核和营商环境评价体系，建立健全改革工作协
调机制，强化保障和责任落实。行政机关和公
用企业事业单位应当按照“最多跑一次”改革
要求，精简办事程序、减少办事环节、整合办事
材料、缩短办事时限、优化办事流程，提高办事
效率。

省、市、县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加强一体
化政务服务平台建设，整合省、市、县政府及其
有关部门分散的政务服务资源和审批服务系
统，构建省、市、县三级统一的一体化、标准化在
线政务服务平台体系，通过数据共享推进跨地
区、跨部门、跨层级的业务协同能力，提高政务
服务事项网上可办比例。

“最多跑一次”清单应全省
统一标准

省营商环境建设主管部门应当组织有关部
门按照方便申请人办事的原则，梳理政务服务
高频事项，结合不动产登记、市场准入、企业投
资、建设工程、民生事务等企业和群众关注的
重点领域，编制全省统一标准的适用“最多跑
一次”的一件事及其办事事项清单（以下简称

“最多跑一次清单”），并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
定实行动态调整，定期在省政务服务网公布。

市、县政府可以结合本地实际，对省政府公
布的清单予以补充。“最多跑一次清单”应当附
具每件事及其办事事项的办事指南。办事指南
应当包含本件事及其事项名称、申请材料、办事

流程、办事依据、办事时限等内容，明确容缺受
理申请材料的范围。

行政机关应当实行证明事项清单式管理，
并通过省政务服务网对外公布证明事项清单，
逐项列明设定依据、需要单位、开具单位、办理
指南等。未列入证明事项清单的，行政机关不
得要求申请人提供。

可通过公共数据平台提取
材料的不得要求申请人提供

《规定（草案）》规定，申请人可以以线上或
线下方式提出办事申请；行政机关、综合行政服
务机构无法律、法规依据不得限定提出申请的
方式。接受线上方式的，应当在省政务服务网
提供申请入口。申请人选择线上方式提出申请
的，电子申请材料与纸质申请材料具有同等法
律效力，行政机关、综合行政服务机构不得要求
再提供纸质申请材料。列入“最多跑一次清单”
的政务服务事项，申请人只需按照办事指南提
供一套申请材料，相关收件部门不得要求申请
人重复提供。

可使用驾驶证、社保卡、老
年卡等证明身份

行政机关和公用企业事业单位能够通过公
共数据平台提取材料的，或者根据其他证明材
料可以证明事实的，不得要求申请人提供。除
身份证外，申请人可以使用户口本、居住证、驾
驶证、社会保障卡、老年卡等记载申请人身份信
息的有效证件或者凭证证明身份。

电子证照与纸质证照具有同等法律效
力。按照安全规范要求生成的电子签名或者
通过生物识别等技术可以确认真实身份的其
他验证方式，与本人到场签名具有同等效力，
可以作为法定办事依据和归档材料。行政机

关、综合行政服务机构应当使用省政府电子印
章系统或经审核评估达到要求的电子签章系
统进行电子签名。

不能当场办结的 受理单位
应当明确办理时限

《规 定（草 案）》规 定 ，申 请 人 申 请 办 理
服 务 事 项 ，可 以 当 场 办 结 的 应 当 场 办 结 ，
不 能 当 场 办 结 的 ，受 理 单 位 应 当 明 确 办 理
时 限 。 需 要 现 场 踏 勘 、技 术 审 查 、听 证 论
证 的 ，应 当 组 织 有 关 部 门 及 时 办 理 、限 时
办结。

主要申请材料具备，仅办事指南确定的容
缺受理申请材料欠缺的，收件部门应当先予受
理，并当场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或更正的内容
以及补正或更正的期限。申请人逾期未补正、
更正或者补正、更正后仍不符合要求的，由相关
收件部门撤销受理并书面说明理由。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收
件部门应当场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或更正的内
容以及补正或更正的期限。

未提供预约服务 不得限
定每日办件数量

法律、法规、规章对办事期限有规定的，受
理单位应当在法定期限内办结；承诺办事期限
少于法定期限的，应当在承诺期限内办结。

无法定办事期限的，受理单位应当合理确
定办事期限并向社会公布。受理单位在公布
的办公时间内不得拒绝提供办事服务；未提供
预约服务的，不得限定每日办件数量。

受理单位应当为申请人提供邮寄、线上
或自取等多种方式获取办理结果凭证或相关
办结材料。受理单位应当为申请人提供办理
进度查询服务。

《辽宁省推进“最多跑一次”规定（草案）》公开征求意见

“最多跑一次清单”拟全省统一标准
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

主任记者经淼报道 辽宁拟规定，申
请办理一件事，申请材料符合法定形
式和有关规定的，从提出申请到收到
办理结果全程只需一次上门或者零上
门。除身份证外，申请人可以使用户
口本、居住证、驾驶证、社会保障卡、老
年卡等记载申请人身份信息的有效证
件或者凭证证明身份。可以当场办结
的应当场办结，不能当场办结的，受理
单位应当明确办理时限。

省政府网站近日公布《辽宁省
推进“最多跑一次”规定（草案）》（征
求意见稿）全文，公众可于2019年4
月5日前提出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