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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 10日电 （记者 王璐） 7 月 9
日，北京市发改委发布 《关于调整本市居民用天
然气销售价格的通知》 和 《关于调整本市非居民
用天然气销售价格的通知》，自7月10日起，居民
用管道天然气销售价格上调0.35元/立方米，下调
非居民用管道天然气销售价格。其中，工商业用
气销售价格下调0.07元/立方米；发电用气销售价
格下调0.02元/立方米；其他非居民用气销售价格
下调0.01元/立方米。

此次气价调整总体影响不大此次气价调整总体影响不大

这背后是国家发改委天然气改革的落地。在
天然气基准门站价格并轨理顺后，近期北京、陕
西等多地掀起新一轮的终端销售价格调整。有关
部门表示，据测算，对一般市民家庭来说，此次
气价调整总体影响不大。

今年以来天然气改革继续推进。5月25日，国
家发改委发布 《关于理顺居民用气门站价格的通
知》，将居民用气由最高门站价格管理改为基准门
站价格管理，价格水平按非居民用气基准门站价
格水平 （增值税税率10%） 安排。在此之下，全国
多省陆续调整公布天然气最新基准门站价格。

按照国家发改委的要求，居民用气门站价格
理顺后，终端销售价格由地方政府综合考虑居民
承受能力、燃气企业经营状况和当地财政状况等
因素，自主决策具体调整幅度、调整时间等，调
价前须按规定履行相关程序。2018 年如调整居民
用气销售价格，原则上应在8月底前完成。

多地酝酿调整终端销售价格多地酝酿调整终端销售价格

目前多地已经或者酝酿调整终端销售价格。
北京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北京市将启动联
动机制，按照联动公式计算居民天然气销售价格
调整额，居民各档用气价格将统一按照调整额进
行调整。此次上调居民天然气门站价格，依照联
动公式计算，各档用气价格调整额度为每立方米
0.35元。

宁夏门站价格理顺之后，居民用气销售价格
在现行价格水平基础上，各档气价 （居民用气已
实行阶梯气价） 每立方米都顺调 0.18 元。居民用
气和非居民用气门站价格已经并轨的市县 （区），
此次居民用气销售价格可不作调整。此外，对城
市低保户生活用气价格不调整，由城市燃气企业
自行承担。

陕西宝鸡、西安、渭南等多市物价局拟定于7
月底或8月上旬召开天然气价格改革听证会，目前
市民可以通过相关途径报名参加，成为消费者参
加人或旁听人员。河北沧州市也定于 2018 年 7 月
31 日召开调整沧州市区居民天然气价格方案听证
会。

这轮调整会对居民生活造成多大影响？按目
前北京市普通居民用户一般生活用气每户每月10.9
立方米的用气量测算，此次价格调整后，每户每
月平均大约要多花3.8元。而壁挂炉和农村“煤改
气”等分户自采暖用户受到影响稍大一些。不
过，据北京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居民用气
价格调整后，对于壁挂炉用户和农村“煤改气”
用户，820立方米以内的气量，此次每立方米0.35
元的涨幅将全部予以补贴。

多地掀起新一轮天然气价调整

新华社成都7月10日电（记者董小
红 帅才 李力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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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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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扮护士引诱患者，花一万元做了
没必要的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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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一名患者就有高额提成，医托套
路不断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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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托和关联医院都要严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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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7月10日电（记者 张辛欣）记者10
日从工信部获悉，工信部就手机“黑卡”开展调
查，发现三五互联、中麦控股等个别移动通信转售
试点企业（虚拟运营商）未能采取有效措施落实电
话用户实名登记管理要求，部分不法分子利用各种
途径收集已经办理了入网实名登记手续的电话卡，
通过路边摊贩或电商平台进行二次售卖。

工信部约谈三五互联、中麦控股两家违规虚拟
运营商，要求两家企业针对实名登记、渠道管理等
方面暴露出的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尽快采取有效
措施整改到位。工信部对电商平台进行重点监管提
示，加大对平台商铺违规销售电话卡及相关违法信
息的监测处置力度。

此外，工信部要求三家基础电信企业加强技术
监测和大数据分析，对异地批量开卡销售、诈骗高
发区域异常售卖等行为加大监测预警和态势分析，
对疑似诈骗号码及时通报公安机关依法处置。

工信部将继续督促相关企业持续从严做好电话
用户入网实名登记工作，依法加大对各类电商平
台、网络销售渠道违规销售电话卡的监测和处置力
度，对发现的手机“黑卡”及时会同公安机关依法
从严打击处理，切实维护广大用户合法权益。

诚信建设万里行

工信部就手机工信部就手机““黑卡黑卡””开展调查处理开展调查处理

陕西米脂陕西米脂““44··2727””故意杀人案被告人一审被判处死刑故意杀人案被告人一审被判处死刑

揭秘网络医托骗局揭秘网络医托骗局

77月月1010日日，，陕西米脂陕西米脂““44··2727””杀害学生案件被杀害学生案件被
告人赵泽伟告人赵泽伟（（前前））出庭受审出庭受审。。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