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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省政府办公厅《青海省人民政府
关于进一步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加强预算管
理暂行办法的通知》青政字【2017】153 号
文件精神，城西区城乡建设局自接到通知
后通过电话、短信等多种方式积极联系相
关企业前来办理付款事宜，但截至目前仍
有部分企业因联系方式变更、法人变更及
企业自身等原因尚未办理结算手续。为确
保企业利益，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付款范围：2012-2017年小城建项

目及棚改资金。
二、付款程序：需办理付款人按要求提

供相关手续，经核查无误后到城西区城乡
建设局财务室办理付款手续。（电话：
0971-6145405）

三、付款期限：自通告之日起5个工作日
内。逾期尚未结算的资金将全额上缴国库。

特此通告！
城西区城乡建设局
2019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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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海路街景整治工程4标段

兴海路主材费
虎台片区主材费

五四大街街景整治工程主材
牛隆巷道路主材

张家湾村级道路建设工程
虎台片区街景整治工程4标段
虎台片区街景整治工程5标段
五四大街街景整治工程6标段
西山三巷街景门头整治工程

解放渠整治工程
2012年城西区辖区内道路路灯维修工程

大掌湾治理项目
阴山堂监理费

辖区道路路桩工程
辖区护栏维修工程

兴海路整治标志标线
五四大街标线
虎台二巷标线
道路维修工程

2012年道路维修补工程
五四大街设计费
虎台街景整治

三无一标
三无监理

兴海路2标
虎台街景整治监理费

虎台片区街景整治工程监理1标段
兴海路街景整治

虎台街景整治监理费
西北园新村道路改造工程

承包方
青海方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西宁鹏泰水泥制品有限公司
西宁鹏泰水泥制品有限公司
西宁鹏泰水泥制品有限公司
西宁鹏泰水泥制品有限公司
青海泰丰建筑工程责任公司
西宁定康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青海原创电子实业有限公司
青海西川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青海兴业建设有限公司
青海世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扬州市文达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重庆皇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青海省有色地质8队
青海省集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青海兴业建设有限公司
徐州众安交通设施有限公司青海项目部
徐州众安交通设施有限公司青海项目部
徐州众安交通设施有限公司青海项目部

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第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青海天驰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匠人规划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匠人规划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兰州华铁工程监理咨询公司
青海巨源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兰州华铁工程监理咨询公司
青海巨源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兰州华铁工程监理咨询公司
青海人防监理工程有限公司

西宁正皓人防监理中心
青海泰丰建筑工程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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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西宁市城西区小城建项目6标段

辖区道路维修
2013年湟岸巷花园护栏及零星工程

2013年创城围墙维修工程
2013年汽车六厂活动室改造工程

市一建家属院排水
绿道
绿道

围墙改造贾小巷等
2013年西宁市项目监理C标段

安兴小区综合改造趣园路人行道改造工程施工A标段
城西区小城建项目同仁路等五处景观提升工程

施工B标段
城西区小城建项目同仁路等五处景观提升工程

施工E标段
趣园路

五四大街商业门面
安兴园小区景观设计

杨家寨批发市场拆除挡板
安兴小区综合改造趣园路人行道改造工程监理A标段

林场路道路改造工程监理
西宁市城西区同仁路街景提升五标段

西宁市城西区重要交通沿线环境综合整治工程
2016年交通沿线环境综合整治项目

2016年交通沿线环境综合整治项目（一标段）1#、2#楼
2016年重要交通沿线环境综合整治工程设计费

张家湾小学两侧道路（监理）
七一路延伸段环境综合整治二标段

胜利路街景改造项目监理费
西宁市城西区火烧沟火西支沟综合治理项目

西宁市城西区火烧沟火西支沟综合治理监理费
园树巷西延伸段规划新建道路等项目设计费
园树巷西延伸段规划新建道路等项目监理费

承包方
青海第二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第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青海兴业建设有限公司

青海省第三建筑工程公司
青海兴业建设有限公司

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广州市科美都市景观规划公司

北京中色北方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广州分公司
湖北殷祖古建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青海中远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四川省广安金达建筑有限公司

青海海之锦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重庆兄弟建设有限公司

北京龙安华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龙安华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龙安华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青海兴业建设有限公司
甘肃衡宇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浙江宏泰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航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青海百鑫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西宁星宇测绘有限公司
杭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徐州市市政设计有限公司兰州分公司
浙江宏泰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江苏瑞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甘肃衡宇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青海塔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甘肃衡宇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青海青尚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甘肃衡宇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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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宁市虎台片区城市棚户区综合改造施工一标段
西山一、二巷片区城市棚户区综合改造工程1标段
西山一、二巷片区城市棚户区综合改造工程7标段

兴海路街景整治工程监理费
西宁市虎台片区监理

西宁市虎台片区设计费
2013城西区原青海铬盐厂棚户区改造施工监理费
2013年西山一、二巷片区城市棚户区综合改造工程设计费
西山一、二巷片区城市棚户区综合改造工程3标段

西宁市城西区城市棚户区综合改造工程（一期）四标段
西宁市城西区城市棚户区综合改造工程（一期）监理B

标（6-11标段）

承包方
西宁市朝阳建筑工程责任公司

青海安东建筑有限公司
青海金安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青海省人防监理咨询公司
西宁正皓人防监理中心

北京首商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青海省国宏工程咨询监理公司

青海东亚建筑设计院
青海方圆建筑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襄阳现代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衡宇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新华社深圳5月13日电 近期，深圳市龙
岗区警方侦破一个涉医诈骗犯罪团伙，分别在
深圳、长沙、广州和昆明四地抓获犯罪嫌疑人
30名，初步核查诈骗涉案金额达数千万元。

记者追踪调查发现，该犯罪团伙把普通民
营医院包装成拥有“名医”的“三甲医院”，通过
搜索竞价排名寻找病患对象，再雇用没有行医
资质的“医生”诱导其接受高收费治疗，甚至开
出许多对病情毫无作用的药物，从而达到敛财
的目的。

诈骗“三部曲”：开办医院、购买排名、
“话术”诱骗

记者采访发现，该犯罪团伙是一个公司化
运营集团，从成立公司大肆虚假宣传，到开办
医院或承包医院科室进行高收费治疗，形成了
一条完整的黑色产业链。

开办公司和医院“招兵买马”。涉案主要
嫌疑人苏某某系福建莆田人，其成立深圳市山
水医疗投资有限公司后，出资在昆明开办昆明
安定精神病医院，还以每月10万元暗地承包
了广州益寿医院和长沙长峰医院两家民营医
院的精神病类科室。

购买搜索排名“猎取”诈骗对象。办案民
警介绍，山水公司实质是一个由线下转移到线
上的“网络医托”窝点，这个窝点设有企划部、
竞价部和咨询部，其中竞价部负责通过网络搜
索引擎对“失眠、抑郁、多梦”等精神类疾病常
用的搜索关键词进行竞价，将号称拥有“名医”
的“三甲医院”网站排在搜索的前列，吸引患者
点击咨询。该公司与各大搜索引擎合作，每月
推广费几十万元。

“话术”诱骗患者。在山水公司设立的咨询
部，一群仅有中专以下学历、没有行医资质的人
员冒充医生和医生助理，按照专门编印的“话
术”，将主动咨询的患者诱骗至医院接受治疗。

“此案大多数患者都是通过网络搜索找到
该犯罪团伙承包的三家医院。”龙岗刑警大队
副大队长李刚说，其宣传的医院号称“三甲”等
级，实际上是二级医院；网站上推出“名医、专
家”，实际接诊的只是医院的主治医师；咨询员

均不具备行医资质，却在以医生的名义导诊。
夸大病情诱导就医，有的治疗收费是

正规医院10倍左右
记者调查发现，该犯罪团伙成员从搜索引

擎导流患者后，通过夸大病情、多开药物等方
式进行敛财。

——夸大病情。“你的病情较严重，必须马
上到医院治疗”“你的病情正处于复发高峰期，
不来医院就诊后果自负”“我们医院是治疗你
这种病的权威医院，有名医和专家接诊”……

李刚说，涉案嫌疑人常用这些“话术”进行诱
骗，自2017年9月成立至案发，山水公司通过“网
络医托”推广到医院就医的人数高达5914人，营

业收入29166842元。每骗一个患者就有100元
奖励，同时还按每名患者治疗费的1%提成。

——多开药物。当患者依约到医院就诊，
医生会按照固定治疗模板让他们先做260元
的三项检查项目，再依次推出住院治疗、仪器
治疗、药物治疗三种方案。“仪器治疗的价格是
正规医院的10倍左右，药物治疗一般会开半
个月到一个月的药物，并开出许多对病情毫无
作用的其他药物。”李刚说，还有专人带患者去
窗口缴费，美其名曰“五星级服务”。

受害人胡先生说，他的儿子花了两万多元
在长沙长峰医院看头痛病，病情不但不见好
转，反而加重了。

——“热心”跟踪。如果患者在约定时间
没来看病，医院科室会主动联系，“热心”跟踪
未就诊原因。当患者就诊后，“医生助理”每隔
两三天就进行电话回访，一旦有患者因各种原
因不到医院进行复诊，“医生助理”就会虚夸病
情恐吓他们。

办案民警介绍，该犯罪团伙承包的精神病
科室、医疗费用、医务人员等，全部由所承包医
院统一管理，医院每月与山水公司结算。结算
方法是先扣除科室外包费、医生账上工资等，
然后把剩下的钱转到山水公司账上，再由公司
向科室人员发放额外工资。医院账目上医生
每月5000元工资，而山水公司每月额外向其
支付4万至5万元。

严查科室违规外包，多部门合作打击
“网络医托”

此案并非孤例，近年来多地发生类似医疗
领域诈骗案件。在深圳，仅2018年就已破获
多起涉医诈骗案，查封黑诊所10余家。

记者梳理发现，这些案件的一个共同点就
是不法分子勾结医院，利用线上或线下“医托”
行骗。由于利益驱使，一些医院的医生、护士、
导诊甚至是后勤人员也参与其中。

武汉大学社会学教授周运清表示，我国社
会办医发展迅速，个别民营医院热衷于各种营
销套路，要加强监管，严肃查处科室外包、夸大
病情、高额收费等行为。

李刚表示，随着监管部门对线下“医托”加
强打击力度，“医托”有往线上发展的趋势，出
现进阶版的“网络医托”。要加强互联网信息
监测，对网上有关“医托”的有害信息链接发现
一起，查处一起。打击“网络医托”应加强多部
门合作联动，充分利用信息技术锁定违法犯罪
证据，对违规网站等相关方追究连带责任，提
高其违法成本。

广东胜领律师事务所律师吕胜柱表示，
“医托”主要钻了医患信息不对称的空子，患者
要改变“病急乱投医”的心态，尤其是对于一些
难以启齿的隐疾，不能盲目借助网络寻医问
药，要到正规医院就诊。

揭网络医托诱骗敛财“三部曲”

新华社呼和浩特5月13日电（记者 贾
立君 刘懿德）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纪委监
委获悉，包头市政协原副主席时素珍因严
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公职，其违纪违法所得
被收缴。

日前，经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批准，内
蒙古自治区监委对包头市政协原副主席时
素珍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调查。

经查，时素珍理想信念丧失、价值观念扭
曲、道德底线失守，转移隐匿涉案财物，
对抗组织调查；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
项；搞权色、钱色交易。

依据有关规定，经内蒙古自治区监委
委员会会议研究并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批
准，决定给予时素珍开除公职处分，并收
缴其违纪违法所得。

新华社北京5月13日电 13日上午，北
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财政部原
党组副书记、副部长张少春受贿案，对被
告人张少春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百万元；对张少春
受贿所得财物及其孳息，依法予以追缴，
上缴国库。

经审理查明：1995年至2018年，被告
人张少春先后利用担任财政部办公厅副主
任、部长助理、党组副书记及副部长等职
务上的便利，或者利用职权、地位形成的

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
的行为，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企业经营、职
务调整、子女入学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
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6698.0081万元。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
人张少春的行为构成受贿罪。鉴于张少春
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罪行，主动交代办案
机关尚未掌握的部分受贿犯罪事实，认罪
悔罪，积极退赃，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
具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依法可以
对其从轻处罚。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

财政部原副部长张少春一审获刑十五年

包头市政协原副主席时素珍被开除公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