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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建设万里行

嘘寒问暖、推荐专业医院、协助挂号就医……其实却是精心布下的陷阱

网络医托这样诱你陷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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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害人家属、当地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媒体记者以及其他群众等近百
人参加了旁听。

陕西米脂“4·27”故意杀人案
被告人一审被判处死刑

“网络医托通常让患者加微信私
下聊天忽悠，或者通过一些社交平台
招揽患者，这类方式非常隐蔽，增加
了调查取证难度。”四川省卫生计生
委综合监督处副处长邓晓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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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卫计委医政处相关负责
人认为，随着信息化技术发展，特别
是“互联网＋医疗”兴起后，一些真

假难辨的信息涌现，百姓难以识
别。“应对网络医托各个环节加强监
管，加大打击力度。要对与医托有
利益关联的医院严肃追责，提高他
们的违法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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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
海等提示，网络信息鱼龙混杂，患者
在网上问诊需要保持清醒理性的态
度，尤其是不要轻易相信网上的各
种推荐，有病及时到正规医院就诊。

（新华社成都7月10日电 记者
董小红 帅才 李力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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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一家民营医院的负责人告
诉记者，现在有不少公司专门从事
网络问诊工作，表面上是为患者“答
疑解惑”，实际上是招聘了一批没有
任何专业医疗知识的医托来“拉
客”，诱骗患者到关联医院看病。“有
些公司专门为医院和患者牵线搭
桥，然后向医院收取人头费，实际上
就是在卖患者。”这位负责人说。

“如果患者消费得多，咨询顾问
的提成就会高，最多可提成上千元
一个人。”一位知情人士说。“湖南

永州东方男科医院是我的客户，我
曾把患者介绍到他们医院。我们
收的是小头，这些医院才是拿大
头，有患者曾在这家医院花费数万
元的医疗费用。”曾担任咨询顾问
的肖女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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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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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医托具有很强的迷惑性和
欺骗性，不仅蒙骗患者钱财，还对患
者造成伤害。有的耽误病情，有的没
病看出病来，让患者接受不必要的治
疗。”湖南一家三甲医院医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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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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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昆明7月 10日电（记者丁怡全）
王德三，原名王懋廷，字正麟，1898年7月生于

云南省祥云县。1921年考入北京大学，不久加入
中国第一个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北
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2年经邓中夏介
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2月，时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的王德
三受党指派回到云南工作，历任中共云南省特委、
临委、省委书记，是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
表。1930年1月，王德三当选为中共云南第一届
省委书记。在白色恐怖和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
领导云南省各级党组织和各族人民进行了英勇顽
强的斗争。他深入少数民族聚居区，认真总结党
在民族地区工作的经验教训，向少数民族群众宣
传党的主张，启发少数民族兄弟的阶级觉悟。他
针对滇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主持制定了《少数
民族问题大纲》，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云南少数民族
工作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

1930年 11月，因叛徒出卖，王德三不幸被
捕。在狱中，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他不为所动，
写下了感人至深的万言《遗书》。12月31日，王
德三在昆明英勇就义，年仅33岁。

云南人民解放之路的开拓者
和奠基人——王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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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方于7月6日起对华340亿美
元商品加征25%关税后，中方被迫作
出必要反击。为缓解中美贸易摩擦影
响，商务部于9日晚宣布了中方应对
的政策考虑。

根据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态，中
方将采取包括持续评估各类企业所受
影响、将反制措施中增加的税收收入
主要用于缓解企业及员工受到的影
响、鼓励企业调整进口结构、营造更好
投资环境等四方面举措。

“这些措施是中国政府应对经贸摩
擦潜在影响的组合拳之一，意在给市场
吃颗定心丸。”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
治研究所国际贸易室主任东艳说。

贸易战往往是杀敌一千，自损八
百。为了减少对企业的影响，美方对中
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后也很快公布了
利益相关方申请关税豁免程序，将对该
产品是否从中国以外的供应来源获得，
加征关税后是否会给申请人或其他美
国利益造成严重损害等方面进行评

估。专家认为，这恰恰说明贸易战的结
果是两败俱伤，美国对中国商品征税将
不可避免地将自己企业“拉下水”。

除了短期应对举措外，商务部还
将采取鼓励企业调整进口结构等相对
中长期的措施，比如增加其他国家和
地区的大豆、豆粕等农产品以及水产
品、汽车的进口。

以大豆进口为例，国家粮食和物
资储备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有能
力应对美国大豆进口减少的缺口，可

以通过增加国内大豆产量，拓宽大豆、
粕类从巴西、阿根廷以及中亚“一带一
路”国家的进口来源地，并加强饲料配
方研究，减少对豆粕需求的依赖，降低
进口需求。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
深耕庞大的国内市场、提高自己产品
的科技含量才是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的

“长效手段”。
记者还了解到，不少地方政府也

在积极帮助企业应对挑战，地方有关

部门正在深入基层调研了解企业受冲
击情况并发布相关预警信息，抓紧研
究出台政策，鼓励当地企业开拓新的
海外出口市场。

发布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外
国投资者参与A股交易范围进一步
放开、持续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一段时间以来，中国一系列新举
措正在积极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
放，增强中外企业的投资信心。

（据新华社北京7月10日电）

坚定信心，有效应对
——各方积极行动缓解贸易摩擦影响

据新华社北京7月10日电（记者赵文君）国
家认监委10日发布2017年度全国认证认可检验
检测服务业统计信息，我国认证认可行业的产业
规模领先世界其他国家，居世界第一。

据统计，2017年我国颁发的管理体系认证
证书85.49万张，是国际标准化组织统计的全球
管理体系认证证书数量的一半；质量管理体系证
书数48.91万张，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2017
年，我国主导制定的《合格评定 服务认证方案指
南和示例》成为首个由发展中国家制定的合格评
定国际标准。

国家认监委副主任董乐群介绍，为贯彻国务
院“放管服”改革要求，目前认证机构资质的审批
时间缩短至35日，比改革前缩短了一半；检验检
测机构资质认定减程序、减环节、减时间、减收费、
减申请材料，许可有效期延长一倍；强制性产品认
证推动“目录瘦身”，对部分产品采取企业自我承
诺认证模式，全面改革3C标志管理。

我国认证认可行业
产业规模居世界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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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家炳几十年持续支持教育事业的善举赢得
广泛赞誉。他在香港获得过“感动香港十大人物”

“爱心奖”等奖项，被授予香港特区政府最高荣誉
大紫荆勋章。全国范围内，也曾被数十所大学颁
授荣誉博士、院士头衔或聘为荣誉教授。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10日对田家炳
辞世表示深切哀悼，并代表特区政府向他的家人
致以深切慰问。

林郑月娥说，田家炳是著名实业家和慈善家，
一生致力服务社会，贡献国家，令人景仰，对其辞
世深感哀痛。

香港慈善家田家炳逝世

7月 10日，陕西米脂“4·27”杀
害学生案件被告人赵泽伟（前）出庭
受审。 新华社发

国务院印发《意见》

10月1日起全面实施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
新华社北京7月10日电 经李克

强总理签批，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
建立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决定自2018年
10月1日起全面实施残疾儿童康复
救助制度。

《意见》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
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
三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决策部署，按照兜底线、织密网、建
机制的要求，着力保障残疾儿童基本
康复服务需求。到2020年，建立与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相适应的残疾儿
童康复救助制度体系，基本实现残疾
儿童应救尽救；到2025年，残疾儿童
康复救助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完善，残
疾儿童普遍享有基本康复服务，健康
成长、全面发展权益得到有效保障。

假扮护士引诱患者，花一万元做了没必要的手术

拉一名患者就有高额提成，医托套路不断升级

医托和关联医院都要严查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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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医骗局

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工作实行
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制，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应将残疾儿童康复
救助资金纳入政府预算，中央财
政对各地给予适当补助。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确定残疾儿
童康复救助基本服务项目、内容
和经费保障标准，并建立动态调
整机制。残联组织和教育、民政、
卫生健康等有关部门要履职尽
责、协作配合，努力实现“最多跑
一次”、“一站式结算”，切实提高
便民服务水平。

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对象为符合条
件的0－6岁视力、听力、言语、肢体、
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包括
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建档立卡贫
困户家庭的残疾儿童和儿童福利机构
收留抚养的残疾儿童；残疾孤儿、纳入
特困人员供养范围的残疾儿童；其他
经济困难家庭的残疾儿童。有条件的
地区，可扩大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年龄
范围，也可放宽对救助对象家庭经济
条件的限制。救助内容包括以减轻功
能障碍、改善功能状况、增强生活自理
和社会参与能力为主要目的的手术、
辅助器具配置和康复训练等。

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由残疾儿
童监护人向残疾儿童户籍所在地
（居住证发放地）县级残联组织提出
申请；残疾儿童监护人可委托他人、
社会组织、社会救助经办机构等代
为申请。经县级残联组织审核符合
条件的救助对象，由残疾儿童监护
人自主选择定点康复机构接受康复
服务；在定点康复机构发生的合规
费用，由同级财政部门与定点康复
机构直接结算；经县级残联组织同
意，残疾儿童也可在非定点康复机
构接受康复服务。

《意见》明确 《意见》规定 《意见》强调

我国成功发射
一颗北斗二号卫星

新华社西昌7月10日电（李国利、杨昱林）7
月10日4时58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
征三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了一颗北斗二号卫
星，这也是我国成功发射的第32颗北斗导航卫星。

这颗卫星属于倾斜地球同步轨道卫星，卫星
入轨并完成在轨测试后，将参与北斗二号系统的
运行服务。

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主任冉承其今
年5月在哈尔滨召开的第九届中国卫星导航学术
年会上透露，我国未来两年内将发射两颗北斗二号
备份卫星，确保北斗二号系统服务性能稳中有升。

这次发射的北斗导航卫星和配套运载火箭由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所属的中国空间技术
研究院和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分别抓总研制。

这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280次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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