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热线

2018 年 7 月 11 日 星期三

责编/康凯

想看病却不知道哪家医院好，去网上搜索
咨询，遇到热情的线上医护人员，不仅嘘寒问
暖，还积极推荐专业医院，协助挂号就医。你
以为遇到了热心人，却不知掉入了网络医托精
心布置的陷阱。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近来，一些网
络医托潜滋暗长，有些甚至“升级”为集团化运
作，让患者陷入就医骗局。

香港慈善家
田家炳逝世

“美女护士”引诱患者
花万元做了没必要的手术
网络医托破坏医疗秩序,业内人士建议多部门合力打击
假扮护士引诱患者
近日，湖南长沙市工商部门接到举报
称，一家名为“湖南男博医疗集团”的公司
诱骗患者就医。
据了解，这家公司组建了约 400 人的新
媒体咨询顾问组，咨询顾问加患者为微信好
友后，诱骗患者到长沙、衡阳、永州等地的
相关医院看病。这家公司还将与其有利益往
来医院的挂号系统链接到公司咨询顾问的电
脑，引导患者就诊。
记者调查发现，为吸引男性患者，咨询
顾问都用美女作为微信头像，并在聊天中挑
逗男性患者，以吸引患者到指定男科医院看
病。“聊天时经常使用一些露骨、暧昧的语
言，引诱我去男科医院治疗。”一位被骗患
者说，“美女”咨询顾问常常对他嘘寒问
暖。“你去看好病了我们才好继续发展关系
呀。”一些男患者被咨询顾问这样的“关
心”打动后受骗。
一名曾在这家公司担任过咨询顾问的人
告诉记者，“与我们有业务往来的医院大多
是民营专科医院，其中很多是男科医院，主
要分布在湖南长沙、衡阳、永州等地区。只
要把患者带进了我们介绍的专科医院，就不
怕查不出病。看男科病少则几千元，多则几
万元。
”
一位患者告诉记者，“我在一名姓刘的

咨询顾问推荐下，去一家男科医院做了前列
腺常规等检查。医生说我有包皮炎、睾丸炎
和包皮过长，做了包皮环切术、激光除疣和
术后抗炎。还要我照红外线，照一次要一千
多元，一共花了一万多元。后来去正规医院
咨询才知道，这些手术都是不必要做的，纯
粹白花钱、活受罪。”
目前，这家公司负责人已经将公司注
销，不知去向，工商部门正在深入调查。

拉一名患者就有高额提成
近来，多地时有查处网络医托案件。今
年 6 月 27 日，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公安分局
接到群众举报，遵义市欧亚医院招募大量社
会人员，对不特定人员进行添加聊天诱导群
众前往医院就诊，并在就诊过程中通过虚构
病情、夸大病情、过度治疗等方式骗取群众钱
财。目前，红花岗公安分局已将欧亚医院的
相关涉案人员传唤至公安机关接受调查。
2017 年 9 月，北京丰台工商执法人员
发现，一家名为北京东方起点医疗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的网络医托，利用连环话术，假冒
慈善机构人员和医生身份，蒙骗脑瘫病患者
前往与其合作的指定医院就诊。每成功拉到
一人前去住院，公司员工就可获得 1000 元
提成。
记者调查发现，网络医托日益升级，呈
现集团化、隐蔽化的特点，并形成完整套

路：在工商部门注册成立公司，顶着“某某
医疗集团”“某某医疗咨询公司”的头衔，
招揽一批咨询顾问和业务员，在网络和微信
上诱骗、引导患者到指定的医疗机构就医，
然后从中收取“人头费”。一旦遭遇举报或
执法部门介入调查，这些所谓的医疗集团就
立即注销公司，一跑了之。
据记者调查了解，跟网络医托有勾连的
一般是男科、妇科、脑科等一些民营专科医
院。“一些民营专科医院本身实力不够，得
不到患者的信任，管理也不够规范，缺乏核
心竞争力，为了获取利益，往往铤而走险，
运用这类‘旁门左道’
。”成都一家民营医院
负责人说。

医托和关联医院都要严查
一位业内人士表示 ，“ 工商部门管注
册，卫生部门管医院，实际上对网络医托缺
乏有效的监管主体和手段。”目前我国还没
有明确的惩罚网络医托的法律，亟待出台相
关法规，让基层有法可依。同时，卫生、公
安等多个部门也需加强联动，合力打击网络
医托和与其有利益关联的医院。
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袁小露建议，
网络医托破坏了正常的医疗秩序，可以依照
治安管理处罚法进行治安处罚。如果构成诈
骗，应当追究网络医托的刑事责任。
（据新华社）

陕西米脂“4·27”杀害学生案公审

学校附近行凶者一审判死
据新华社西安 7 月 10 日电（记者张骏
贺、陈晨）备受关注的陕西米脂“4·27”杀
害学生案件 10 日上午在榆林市中级人民法
院一审公开审理。被告人赵泽伟犯故意杀
人罪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庭审中，榆林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庭
支持公诉，法院依法指定辩护人为被告人
赵泽伟进行辩护。
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赵泽伟因工
作、生活不顺而心生怨恨，自认为系米脂
县第三中学就读初中时，受同学嘲笑致其
心理受挫，遂对初中同学产生报复泄愤恶
念。2018 年 3 月底至 4 月初，赵泽伟先后在
网上购买刀具五把，预谋作案。因未找到
同学，赵泽伟将报复目标转为米脂三中在
读学生。2018 年 4 月 27 日 17 时许，被告人
赵泽伟携带事先准备好的三把刀具，行至
米脂县北门洞附近等候米脂三中学生放

学，对涌入北门洞东侧的城隍庙巷的学生
行凶，致豆某某等九人死亡；姬某某等四
人重伤；姜某某等七人轻伤；刘某在避险
中致脚右足骨折为轻微伤。赵泽伟被闻讯
赶来的三中教师、保安、学生制服，并移
交出警公安人员。
本案由三名法官和四名人民陪审员组
成的七人合议庭进行审理，法庭审理历时 3
个多小时。法庭休庭后，合议庭对案件进
行了评议，经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并作出
决定，法庭恢复开庭后当庭予以宣判。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赵泽伟犯罪动
机卑劣、犯罪目标明确，杀人手段特别凶
残，犯罪后果极其严重，社会危害性巨
大。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
三十二条、第五十四条之规定，以被告人
赵泽伟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
治权利终身。赵泽伟当庭表示上诉。

15 国内新闻

被告人赵泽伟（前）出庭受审。

据新华社香港 7 月 10 日电（记
者郜婕 张雅诗）田家炳基金会 10
日发布讣告，香港慈善家田家炳当
日上午安详辞世，享年 99 岁。
田 家 炳 1919 年 生 于 广 东 大
埔，早年于南洋创业；1958 年举
家移居香港，凭着坚毅精神及辛勤
耕耘，创办化工实业，为业界翘
楚；1982 年创办田家炳基金会 ，
以“回馈社会、贡献国家”为宗
旨，致力捐办社会公益事业，尤重
教育，惠泽全国。
据田家炳基金会统计，至今，
田家炳在全国范围内已累计捐助了
93 所大学、166 所中学、41 所小
学、约 20 所专业学校及幼儿园、
大约 1800 间乡村学校图书室。

第 32 颗北斗卫星
成功发射
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10 日电 7
月 10 日 4 点 58 分，我国在西昌卫
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甲运载火箭
成功发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第
32 颗卫星。这是北斗二号卫星的
“替补队员”。
与正进行全球组网的北斗三号
卫星不同，本次发射的北斗二号替
补星是区域导航系统备份星。它由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五院抓
总研制，将对区域卫星导航系统提
供有力补充，可有效提高系统的可
靠性和健壮性，加强北斗导航系统
连续稳定提供服务的能力，进一步
改善北斗导航系统的服务性能，与
其他区域导航系统卫星一起，在我
国卫星导航系统由“区域”走向
“全球”的过程中，发挥稳定全局
的重要作用。

“鹦鹉案”当事人
提交申诉状
7 月 9 日上午，“鹦鹉案”当事
人王鹏前往深圳中院提交申诉状。
王鹏妻子任盼盼告诉记者，他们对
最终的申诉结果并不十分在意，但
仍想行使自己的合法权利。
2016 年 5 月 17 日，深圳男子
王鹏因出售自养鹦鹉，被宝安警方
带走调查。警方调查显示，王鹏售
出的 6 只鹦鹉中的 2 只小太阳鹦
鹉，被列入 《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
国际贸易公约》 附录，属于受保护
动物，王鹏涉嫌“非法出售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罪”。王鹏
被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上
诉后，案件于 2018 年 3 月 30 日在
深圳中院二审，改判王鹏有期徒刑
两年。该判决经最高法核准后执
行。刑期从 2016 年 5 月 17 日起，
至 2018 年 5 月 16 日止。
同时，记者从“鹦鹉案”当事
人王鹏的代理律师斯伟江、徐昕处
了解到，全国人大常委会针对他们
提出的建议书回函表示，已经启动
了新的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司法解
释制定工作。
（据法制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