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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移动医疗法律监管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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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移动通信技术和医疗信息化催生移动医疗的兴起，移动医疗是移动通信技术与医疗技术相融合的新

兴产物，突破了医疗服务在时间和地域上的限制，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医疗领域“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移动医疗
发展前景十分广阔，但在发展过程中，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也面临着诸多法律问题，我国法律发展的滞后性导
致移动医疗监管领域的法律问题尤为突出。文章从法治视角厘清了我国移动医疗发展的情况以及立法现状，明确
了我国目前移动医疗除法律法规不健全外，存在的准入门槛、技术稳定、虚假广告和医疗安全性以及个人信息保护
中的问题。参照美国经验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建议我国移动医疗在监管上需要完善法律法规，明确监管机构、监
管权限、监管程序，建立移动医疗分级监管模式，同时要充分发挥社会舆论监督作用，建立畅通的社会监督反馈渠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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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断发展和电子设备功能不断增强，随着移动医疗应
用的不断发展，目前已经覆盖了多个领域。 美国的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互联网悄
然地融入我们生活中，互联网时代带动了智能手机、

移动医疗内容主要包括信息和通信功能 、监测、监
控、诊断等，而移动医疗技术在我国使用最多的领域

平板电脑等一系列设备的普及，而移动医疗就是以
这些移动终端设备为中心迅速发展起来的 。根据统

是电子病历和无线查房、移动护理工作站、移动远程
［3］
诊疗、社区健康管理。 目前，美国掌握的移动医疗

计数据显示，移动医疗产业从 2012 年不到 2 亿元的
产值发展到现在已经达到 70 亿元，而到 2017 年这

资源占据全世界总额的 50% 以上，欧洲占 20% ，拉
丁美洲和非洲占 12% ，而亚太地区仅占 4% ，移动医

一数值将有可能突破 125 亿元。从这些数据的增长
速度可以看出，我国移动医疗行业的发展已经进入

疗资源的地区分布和发展极不平衡。 虽然移动医
疗资源分配不均衡，而且我国移动医疗资源起步晚，

［1］
“快车道”。
不难看出移动医疗是电子医疗的重要
组成部分，通过这种通信技术来完成医疗信息的传

［4］

但是在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互联网技术不断推进
着我国移动医疗发展的速度和规模 。也正是因为移

［2］
递具有多方面的优势， 其中一点就是在“看病难 ”
的社会背景下，移动医疗的便捷性在一定程度上能

动医疗的发展快并且适用广泛，大大促进了医疗卫
生管理的提高并且提高了医疗治疗的合理 、有效利

够很好地解决我国医疗领域的医疗资源供需矛盾问
题。

，从而缓解了我国医疗资源分配不均、供需不
匹配的问题。

移动医疗技术最早起源于美国，20 世纪 70 年
代美国国家航空局运用远程技术实现对宇航员的生
理参数监视，而后运用到医疗行业收集患者的相关
资料，医生通过掌上电脑来收集患者的血压、体温、
脉搏等身体信息。随着通信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不

［5］

用

二

我国移动医疗所面临之困境

尽管我国制定了大量与医疗相关的民事、行政
法律法规，但绝大多数的规范都用来规制传统的医
疗行业，与我国移动医疗的发展规模形成鲜明对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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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国对于移动医疗的监管无论是从法律法规的
角度还是政策定位的角度来讲都处于空白阶段 ，因

定，目前市场上的移动医疗品种多，参差不齐，不乏
出现一些不良机构和假专家，甚至利用移动医疗平

此产生了大量的问题，具体如下：
1． 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问责难

台进行虚假宣传、错误宣传，将原本具有咨询功能的
移动医疗平台，通过网络这一媒体变成了出售假冒

首先，通过对我国当前立法现状的梳理 ，可以发
现我国没有专门法律用以监管移动医疗 。对其市场

伪劣药品的平台，给患者的人身健康带来巨大的威
胁。

准入、人员从业、移动医疗产品各项标准、市场监管
等方面的规定均零散地出现在法律法规中 ，部分制
度只能参照或者适用上述这些法律法规和部门规
章。而移动医疗作为医疗领域的一部分，在调整规
范未明确或者未有专门的调整规范的情况下 ，很难
具体制定移动医疗相关制度，从而难以对移动医疗
起到规范性效果。
其次，对移动医疗的监管主要体现在对移动医
疗产品的监管上，特别是应用软件的监管方面依然
存在 问 题。 例 如，我 国 有《医 疗 器 械 监 督 管 理 条

3． 技术稳定性和医疗安全性的问题
移动医疗技术本身存在一定的技术风险 。移动
医疗是移动通信、计算机、医学传感、信息存储等先
进技术的融合，对移动医疗应用程序也具有高度的
依赖性，并随着技术的更新而不断发展变化。 任何
科学技术的产物都伴随着技术风险，而这种风险是
社会进步发展必须付出的代价。移动医疗技术作为
新兴技术的一种，也存在着一定的技术风险。 如果
移动医疗存在的技术风险超出了社会承受的范围 ，

例》，其中规定如果某类医疗器械产品所应当符合

则必定造成一定的安全问题。安全问题是移动医疗
首要关注的问题，也是移动医疗技术发展的瓶颈。

的医疗器械强制性国家标准尚不存在的 ，应该符合
行业标准。但是，移动医疗产品是否属于医疗器械

移动医疗技术如果不能达到降低风险 、保证安全、为
患者提供高质量医疗服务的程度，那么其发展必然

值得商榷，是否属于该法调整的范围，该法能否被适
用也有待考证。

受到限制，甚至走向衰亡。 移动医疗靠获取的各种
数据进行医疗诊断，这些数据本身又涉及个人的私

最后，事关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问题，我国并没
有针对移动医疗监管问题出台相关的政策性文件 。

隐。如果存储的数据容易丢失或者被窃取，又会造
［6］
成不必要的信息安全问题。

现有的监管政策过于抽象，而具体的监管措施也模
糊不清且缺乏操作性。具有针对性的国家标准也没
有出台，使得移动医疗在监管上缺乏可参考标准 。
如果站在监管的角度来分析移动医疗的监管问题就
会发现： 第一，在法律方面，调整移动医疗民事法律

三

移动医疗法律关系界定

与传统的医疗法律关系相比较，移动医疗法律
关系更加新颖。移动医疗法律关系要素中不仅包含

纠纷的规定散见于各类民事法律法规之中 ； 由于监

了传统医疗法律关系中的要素，例如主体中的医疗
服务机构、患者、医生等，还有因其科技和商业属性

管政策及态度的模糊以及对移动医疗的惩罚措施不
完善，许多行政法律法规并未适用于移动医疗监管

包含有移动运营商、应用程序开发商、医药电商等新
主体，而且法律关系的内容也更加丰富 ，包含的法律

领域； 第二，监管机构方面，没有明确将移动医疗纳
入何种监管下，缺乏相应的监管机构及监管职责 ； 第

纠纷类型中除了医疗纠纷之外，还有侵权纠纷、合同
纠纷、隐私权纠纷等。因此，如何界定移动医疗法律

三，从移动医疗的整体行业来看，移动医疗的商业氛
围浓厚，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各主体之间相互竞争 ，形

关系对于医疗移动医疗，从而在政策上进行监管也
相当重要。

成了一个结构相对完整的移动医疗行业 ，但是相关
的行业标准并没有随之成型，行业自律性组织亦没
有顺势组建。
2． 准入门槛不确定，市场混乱

1． 移动医疗法律关系主体和客体
移动医疗参与主体众多，根据其提供的医疗服
务类型及功能定位，移动医疗的主体主要有以下几
种：

在实际情况中，医生咨询程度难以掌控，在健康
咨询和医生诊疗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 。类似对何

移动运营商。 在整个移动医疗产业中，移动运
营商至关重要，因为它是移动医疗系统的枢纽，连接

时手术，具体服用等建议，这是被《意见 》所禁止的，
在实际中却难以被管控。

着移动医疗的各个环节、各种技术和设备。 通过移
动运营商，可以实现信息的收集，实现各医疗主体之

因为缺少法规对移动医疗准入门槛的具体规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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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端将采集到的信息传输给医生，而医生可以通过
移动运营商向患者发出指令或者医嘱 。这样的双向

疗产业中可能具有多重角色。 一方面，医疗服务结
构需要移动医疗系统实现资源的共享，简化医疗服

沟通能够满足交互式的信息需求 。我国现有的电信
运营商比较有优势的是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

务流程，提高医疗服务的效率； 另一方面，医疗服务

网通，凭借它们优势的客户资源和移动网络覆盖率
可以高效便捷地实现移动医疗的推广 。
信息平台系统提供商。信息平台提供商提供的
信息平台系统可以实现数据的采集 、传输和共享，方

通过移动医疗系统或移动医疗产品向患者提供医疗
服务，实现医疗服务功能。 医疗服务机构在医疗服
务过程中需要承担特定的责任，在移动医疗多角色
参与的情况下，医疗服务的责任也发生着变化，这种

便医院、医生或患者等的求医问药，简化医疗流程。

变化则需要在特定的情况下合理、准确地界定医疗
服务机构的责任及其程度。

信息平台系统提供商提供的信息平台系统也是很多
移动医疗的业务系统，通过信息平台系统可以实现

医护工作者。医生和护士在移动医疗中也占据
着相当的角色。在移动医疗中，医生和护士借助或

数据处理，也可以实现数据标准化，实现信息发布、
专家预约、电子挂号、用药管理、位置监控等移动医

使用移动医疗系统和设备为患者提供服务 ，并且提
高医疗服务的准确性和效率。 例如，医生通过移动

疗服务功能。信息平台系统提供商为其他主体例如
医疗机构、移动运营商、移动医疗应用程序开发商提

医疗系统或设备，可以无须与患者直接面对面就可
以帮助患者进行诊疗，为患者提供最佳的治疗方案，

供信息平台支持，为其他主体各项工作的展开提供
方便。在信息平台系统提供商提供服务的过程中，

免去患者来回奔波之苦； 护士通过移动终端扫描患
者腕带与药袋或输液袋上的条形码信息 ，由信息系

则会与各主体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甚至有时与其
他主体相互重叠，被其他主体所包含，例如信息平台

统自动与医生输入计算机体统的医嘱进行核对 、签
名，系统对不匹配信息进行提示，确保了给药的准确

提供商可以是移动运营商、移动医疗应用程序开发
商，也可以是医疗机构等主体。 信息系统平台的开

性

发和利用对移动医疗的至关重要，是移动医疗应用
程序和医疗服务信息的重要功能载体 。
医疗设备制造商。 与传统的医疗设备相比，移
动医疗设备经历了漫长的过程。通过将移动医疗设
备与移动终端相连接，可以将采集到的人体信息传
输给医疗信息系统平台，从而为医生或医疗机构的

［7］

。医生和护士在移动医疗诊治过程中不可避

免的会产生差错，移动医疗系统或设备在运作过程
中也难免出现问题。如何理清产品设备与人的责任
是移动医疗发展中急需解决的一大问题 。
患者，即移动医疗的消费者。 在整个移动医疗
生态体系中，患者的满意程度是衡量移动医疗生态
［8］
系统是否能够良性运转的标志。 医疗服务的宗旨

诊断治疗提供可靠的依据。 相对于普通的医疗设

是以患者为中心，移动医疗是一种新型医疗服务模
式，其终极目标是为患者服务，提供社会化的健康医

备，移动医疗设备需要更高的技术要求和智能化 ，医
疗设备制造商则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才能够

疗服务。患者通过移动医疗系统或设备接受医疗服
务，无形中认可了移动医疗服务中某些行业既定的

满足移动医疗的要求。

规则，也甘愿承担由于科学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特定
风险。医疗服务的风险始终与医疗技术的进步相伴

移动医疗应用程序开发商。移动医疗需要各式
各样的应用程序，满足移动医疗不同的功能需求。
移动医疗市场空间广阔，越来越多的软件应用程序
开发主体投入到移动医疗应用程序的开发当中 ，成
为移动医疗应用程序开发商。开发一个移动医疗应
用程序，不仅需要掌握一定的技术，还要熟悉一些医
疗知识，甚至需要招募一些医疗专业的人才 ，将技术
与经验融合在一起才能开发出真正适合的移动医疗
应用产品。作为移动医疗中的一个主体，移动医疗
应用程序开发商不仅需要遵循互联网领域的规则 ，
也需要遵守医疗市场的规则。
医疗服务机构。医疗服务机构既是移动医疗的
提供者，也可以是移动医疗服务的需求者 ，在移动医

而生，但是如何最大程度降低风险，保护弱者的合法
权益则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
其他参与主体。移动医疗的服务功能不单单局
限于诊疗功能。在科学技术发展与社会需求不断提
高的背景下，移动医疗的功能不断扩大延伸。 移动
医疗可以为公共卫生部门的疾病预防和传染病防控
提供服务，可以为医疗保险机构对其客户 （ 患者 ） 提
供精细化的管理、控制保险支出，还可以为医药销售
商提供在线电子营销服务。 总之，在移动互联网技
术不断发展的情况下，移动医疗的服务功能将不断
增多，参与主体也将变得越来越广泛。 在参与主体
不断增多的情况下，产生的医疗服务纠纷或者其他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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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纠纷类型和数量也将不断增多 。不同的纠纷类

2． 移动医疗法律关系的内容

型需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并区别对
待。

移动医疗法律关系的内容则是指移动医疗法律

移动医疗法律关系的客体属于复杂客体，同样
也涉及物、行为、知识产权、人身权益。 移动医疗法

关系主体在移动医疗服务活动中的权利和义务 ，以
及如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 移动医疗法律关系主
体众多，在移动医疗服务过程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

律关系客体中的物主要是指移动医疗产品中的硬件
设备，这些硬件设备是否完全属于《医疗器械监督

提供不同的医疗服务内容。 加之，移动医疗法律关

管理条例》规定的“医疗器械 ”则存在很大的争议。
移动医疗法律关系客体中的行为，主要为给付行为

身权益等客体，在移动医疗服务活动的过程中主体

和侵权行为，因涉及主体众多且相互之间会通过各
种民事合同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因此会在平等的

的法律关系，因而也会因此形成不同的法律关系内

民事主体之间发生各种对等的给付行为 。移动医疗

移动医疗行政法律关系内容则次之，而且包含了移

系的客体属于复杂客体，包含物、行为、知识产权、人
实施的活动会对客体产生各种不同影响 ，产生不同
容。移动医疗民事法律关系内容是研究的侧重点 ；

的侵权行为主要是在提供医疗服务过程中发生大的
侵权行为，包括提供移动医疗服务的主体实施的单

动医疗行政法律监管形成的内容； 移动医疗中的刑

独侵权行为和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移动医疗主体实施
的共同侵权行为。移动医疗属于高新技术结合的产

事司法的范畴。通过这些法律内容可以大致了解移

物，包含了移动通信和电子信息等方面的先进技术 ，
作为权利客体的知识产权在移动医疗产业里也变现
的十分突出。在知识产权方面，与传统医疗相比较，
移动医疗具有更多的类型，如移动医疗应用程序中
以著作权形式变现出来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以发
明专利形式变现出来的专利权、以产品外观形状表
现出来的外观设计专利等。作为移动医疗法律关系

事法律关系内容由刑事法律规范调整形成 ，属于刑
动医疗法律关系的梗概。移动医疗民事法律关系的
内容包括合同、侵权、产品质量、消费者权益保护等
方面内容； 行政法律关系的内容主要是移动医疗的
法律监管。移动医疗民事法律关系和行政法律关系
这两个方面的内容，是移动医疗监管领域绕不开的
问题。
民事权利义务在日常生活中最为常见，并且运
用的也较为普遍。移动医疗民事权利义务主要表现

客体的知识产权，不仅体现了移动医疗的技术优势 ，
也成为移动医疗产业投资获利的关键 。

在移动医疗主体在移动医疗服务活动中享有哪些权

人身权益，是移动医疗法律关系客体的最重要
内容。其中的生命健康权和身体权与移动医疗关系

体例如移动运营商、信息平台系统提供商、医疗设备

利、履行哪些义务。相对于患者，主要的移动医疗主
制造商、移动医疗应用程序开发商、医疗服务机构、

尤为紧密。医疗活动直接作用于人的身体，对人的
身心会产生各种影响： 好的医疗活动，会使人的身心

医护工作者等主体，在提供相应的产品或者服务并

得到恢复或者增强； 坏的医疗活动，则会对人的身体
和心灵产生负面影响，使人的生理心理机能受损，严

时，移动医疗主体应保证其产品或者服务的质量 ，在

重的甚至会留下后遗症。 与传统医疗相比较，移动
医疗给患者 （ 或者使用者 ） 带来的风险并不比传统

保证安全的基础上享有获得等价报酬的权利 。 同
提供产品或者服务的过程中不得侵害患者的权益 。
对于在提供医疗产品或者服务过程中出现的违约行

医疗小，因为移动医疗就诊模式可能影响疾病判断
的准确性，增加诊断治疗的风险。 生命健康权等人

为，作为与患者相对应的移动医疗主体应承担相应

身权益涉及人的切身利益，在移动医疗运行的过程
中，由于其高风险性等特点，移动医疗可能会对人的

应根据其在侵权行为中的过错程度独自或者连带承

生命健康权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 例如，某些患者
通过“问诊”软件进行寻医问药，得到的结果可能是

法律规范的调整而形成，主要包含行政许可、行政监

的违约责任； 对于侵害患者权益的行为，各医疗主体
担侵权责任。移动医疗行政法律关系的内容因行政
管、行政处罚等内容。 哪些主体可以成为移动医疗

病情非但没有好转可能还会加重，甚至造成误诊耽
误治疗； 通过医疗电商购买到假的或者劣质的医疗

主体，需要行政许可法的许可及确认； 对移动医疗采

药物或器械，造成经济损失或人身损害，等等。移动

规范予以明确； 对违反国家政策和法律法规的移动

医疗误诊误判等错误行为给人的生命健康带来的威
胁不容小视。

医疗主体及其行为如何处罚，则由具体的行政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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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的移动医疗法律监管的建议

美国移动医疗的监管体系为我国移动医疗的监
管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在“美国食品药品化妆品法
案（ FDCA） ”中提出，要对产品进行上市前和上市后
的监管，从而能够建立起以产品风险为依据的医疗
［9］

器械分类和管理制度， 也为移动医疗设备的监管
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根据
分级系统对医疗设备进行监管以来，美国将医疗设
备划分为三个级别。其中最严格的是第三级风险设
备，需要向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供相关的临
床数据，并且需要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
许可才能获准入市。
需要说明的是，为了适应移动医疗的发展，目前
美国移动医疗的监管已经发生了两个方面的转变 ：
（ 1） 实行分类监管与加强对重点移动医疗设备
或者软件的监管，比如将移动医疗应用软件划分为
临床类软件、健康类软件和医疗类软件，对于前两类
风险较低的医疗应用软件，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采取的态度是不予监管或者减少监管 ，加强对医
疗类特别是具有诊断功能的医疗应用软件的监管 ，
抓重点领域的软件进行监管，既利于监管机构的进
行切实有效的监管行为，又减少了软件开发商的压
力，同时缓解了双方的矛盾；
（ 2） 扩大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自由裁量
权，对一些移动医疗设备监管进行豁免或者不列入
监管范围。比如，对提供个人健康记录的信息系统
实行监管豁免，对作为卫生保健教育的信息系统不
列入监管。风险程度较低的医疗应用软件可以降低
监管的标准，对于确实没有必要对进行监管的应用
软件适当的转变监管模式，如进行备案制注重事后

期，监管不宜太过严苛，但也不能放纵发展。可以借
鉴美国的先进经验，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首先，可以借鉴美国监管法律法规的做法 ，明确
监管移动医疗的主体机构，以此增加监管具体的执
行能力。目前的情况来看，可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为中心，成立移动医疗软件管理办公室作为
管理移动医疗事务的唯一机构，该机构的设立可以
保证、落实移动医疗应用条例的实施。
其次，需要通过法律法规的完善来改变患者无
处维权的现状。在美国出现这种问题的情况较少，
美国的医生可以拥有独立执业和多点执业 ，因此医
疗行为的责任主体可以明确为医生个人 ，每位医生
会对其处方和诊疗负担责任，同时他们还会购买医
疗纠纷的保险。目前我国也正在放开对医生自由执
业的限制，也就可以仿照美国的做法明确医生是医
疗行为的责任主体，并通过推行医疗纠纷保险来保
障医生的权益。
2． 明确移动医疗法律监管机构和权限
《移动医疗应用管理条例 》应当明确规定，软件
管理办公室为移动医疗监管的唯一机构 ，可以运用
其医疗器械及药品等的监管经验对移动医疗进行专
业化监管，内设移动医疗监管部门，培养专业的行政
和行业监管人才。移动医疗应用管理办公室在对健
康风险较低的移动医疗软件监管过程中享有自由裁
量权，比如某个移动医疗软件已经在健康风险评估
中被确定为低风险，则移动医疗应用管理办公室则
应通过实际情况来考虑会不会对其进行入市审批 ，
但是如果某个移动医疗软件存在较高的健康风险 ，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应当制定明确 、具体的监

监管。综上所述，美国对移动医疗监管措施的转变

管指导方案，可以仿照美国 FDA 的模式，按照造成
危害的程度对移动应用进行分类，并根据该程度的

不是为了逃避监管责任也不是为了市场发展进行妥
协，而是在顺应潮流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创新和发

轻重确定监管措施，具体安排可以仿照美国。
3． 明确法律监管程序

展，适应移动医疗行业的发展从而有效解决执法与
监管资源不足、社会创新受限的问题，促进行业的发

移动医疗应用管理办公室的案件受理范围如
下： 第一，抽查管理移动医疗软件中出现的案件； 第

展和完善。

二，由有关单位以及上级部门移送的； 第三，举报人
有充分证据。移动医疗管理机关在案件受理之后，

通过对美国移动医疗监管体系的分析，结合我
国移动医疗发展的现状与实际，明确了我国需要进
一步完善移动医疗监管体系，从而推动移动医疗产
业的健康发展。移动医疗在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方便
的同时，也容易造成误诊、误治和延误病情等问题，
并且维权过程非常艰难，这也是必须加强移动医疗
监管的重要原因。我国的移动医疗产业处于发展初

应将案件的详细情况记录到《案件受理登记表 》中，
通过一定的调查后，如果需要立案审查的，应由经办
人填写《立案申请书》并递交给上级领导批示，得到
立案批准后移交到监管办公室。移动医疗管理办在
接到举报人举报后，必须在一周之内对案件是否立
案做出决定。对得到立案批准的案件，应先成立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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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小组，小组成员人数应超过三人，且必须为单数。
同时可以建立回避制度，但是案件承办人在回避之

在相应的官方网站上，供公众查询知悉。
5． 建立移动医疗分级监管模式

前仍应继续其调查工作。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后，
案件承办人应出具相应的书面报告 。该报告必须将

与美国的做法一样，我国制定了《医疗器械监
督管理条例 》，对医疗领域中的医疗器械实行分类

案件的由来、详细案情、违法事实以及处理意见等内
容包含进去，对于需要进行特别严重的行政处罚的

分级管理，并根据我国的具体实际，根据市场主体不
同，建立相应移动医疗准入机制。 医疗器械实行注

案件，应由管理部门办公会议共同审议。 移动医疗
应用管理办公室成员在 接 到 案 件《行 政 处 罚 意 见

册后，根据医疗器械的风险评估等级进行分级分类
管理。美国相关医疗法案已经将移动医疗类软件进

书》后必须在十个工作日内做出决定，并由案件承
办人将《行政处罚决定通知书 》转交给被罚个人或

行分类，明确了临床医疗类、健康类软件和医疗类软
件之间的区别，并且对一部分移动医疗软件进行了

被罚单位。若案件当事人拒绝接受《行政处罚决定
通知书》的，案件承办人应根据实际情况填写拒绝

分类管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注焦点的重

理由和时间，并让见证人在《行政处罚决定通知书
送达回执》盖章签字，如果承办人无法直接将《行政
处罚决定通知书 》送到被罚个人或被罚单位的，可
以选择采用邮寄的形式，而送达日期则以案件当事
人签收日期为准。
4． 移动医疗法律监管的措施
移动医疗的监管从时间上来分可以分为事前监
管、事中监管和事后监管。 在移动医疗应用上线之
前要对移动医疗应用做好审查工作，此项审查工作
由于涉及工信部的部分职能，所以，在当前转变政府
职能和行政审批的大背景之下，可以由移动医疗应
用平台全权处理移动医疗应用的上线审查工作 。在
移动医疗应用上线运行过程中，移动医疗应用管理
机关需要做好抽查工作，这种抽查应当是不定时、不

心是那些可以对特定的病人进行诊断的移动医疗软
件，前两类软件将不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
监管。与“硬件”医疗器械监管类似，移动医疗产品
可以采取分类分级监管的模式。根据移动医疗产品
风险评估的结果，将移动医疗产品分成不同的风险
等级，采取不同级别的监管方式。 就目前我国的国
情以及监管资源有限的情况来看，将所有的移动医
疗产品纳入监管范围是不切实际的，像美国这样科
学技术、监管制度和社会资源发达的国家也并没有
将移动医疗软件或者产品全部纳入到监管的范畴 。
因此，我国在移动医疗监管的实际运作过程中 ，可以
赋予监管机构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允许监管机构根
据移动医疗软件或者产品的风险等级，将风险等级
小、造成危害小的软件或者产品不纳入监管的范畴 。

定量的，如果发现移动医疗应用运行有不合法之处 ，
应当采取行政强制或处罚措施。如对线上做出行政

［1］叶

处罚并做出整改的决定，事后应当监督其整改并及
时公布整改情况； 如做出下线处理的决定则应当监

［2］徐

督其下线完成情况，并将行政处理结果进行公示。
结合美国的具体经验，具体的监管措施可以采取以
下形式：
第一，根据需要设立相应的行政许可，并逐步完
善行政许可的范围和条件。 现阶段，我国已经根据
医药电商发展情况设立了《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资
格证书》，对医药电商实行行政许可市场准入制度 。
第二，建立行业主体或人员准入、退出机制和相
应的行政处罚措施。 移动医疗的主体众多，参差不
齐，有必要对相关人员实施准入制度。 如其违反法
律法规，可强制其退出市场； 对于造成一定后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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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 Yi － fei，GONG Zheng
（ School of Law，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obile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medical information，there comes the mobile health care，a new product which breaks the time and place limitation of medical service and to a certain extent，solves the problem of “inadequate and overly expensive medical service”． Although mobile health care is
faced with a broad prospect of development，there exist many legal problems even in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like the
United States． The lag of legal development in China leads to a more prominent legal problem in the area of mobile
medical supervision． This article clarifies the development situation and legislative status quo of mobile medical development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le of law． Meanwhile，the article reveals the imperfect laws and regulations in mobile medical development in our country and several unsolved problems in entry threshold，stability of
technology，false advertising，medical security and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With reference to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and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reality in China，the article suggests an improvement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in mobile medical supervision，which includes improving laws and regulations，specifying regulator，regulatory authority and regulating process and establishing hierarchical regulation mode． At the same time，the public opinion
surveillance should play a more important role，and social supervision and feedback channels must be established．
Key words： mobile health care； legal supervision； supervision procedure； measures of im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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