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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着互联网外衣在线聊天揽客袁购买搜索排名

网络医托,要“打”更要“治”
在互联网时代袁人们已经习惯
了凡事上网搜索一下袁看病求医也
不例外遥 哪家医院疗效更好钥 哪位
医生更专业钥人们希望通过搜索引
擎快速获取有效信息遥在这个过程
中袁不少人会遇到热情的线上野医
护人员冶袁他们会询问病情尧推荐医
院袁甚至帮忙预约挂号遥然而袁这些
野热心人冶很可能就是网络医托袁让
患者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一条黑色
利益链的受害者遥
网络医托骗术升级
近期袁湖南衡东县的患者小胡
接到了深圳警方协助调查的通知遥
小胡此前通过网络搜索袁进入一家
名为野长沙长峰医院冶的网页袁并在
一名线上野医生助理冶的极力推荐
下在该院治疗野强迫症冶遥 在购买 6
种治疗药物尧 前后花费 1.3 万元
后袁小胡出现了严重的异常反应遥
小胡遭遇的是一起网络医托
诈骗案件遥 据办案民警介绍袁该犯
罪团伙打着野山水医疗投资有限公
司冶的招牌袁成立公司化运营团队袁
把普通民营医院包装成拥有 野名
医冶的野三甲医院冶袁通过购买搜索
排名吸引患者点击咨询袁再雇佣没
有行医资质的人员诱骗患者接受
治疗袁通过夸大病情尧多开药物等
手段进行敛财遥
相比传统的线下医托袁网络医
托在方式和手段上明显升级遥 以
野山水医疗投资有限公司冶为例袁该
窝点设有企划部尧 竞价部和咨询
部袁医托业务覆盖深圳尧长沙尧广州
和昆明等地袁团伙内部还有固定话
术尧操作流程尧激励机制等遥
北京中医药大学法律系副教
授邓勇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分
析袁 网络医托具有信息传播快尧影
响范围广等特点袁一般通过两种操
作方式完成院一是医疗咨询机构的
员工假扮医生袁通过聊天软件向患
者推荐与其具有利益输送关系的
医疗机构曰二是一些民营医院向搜
索引擎支付一定费用购买关键词袁

举案说

在搜索引擎获取排位曝光遥
野抓了放袁放了抓冶的怪圈
小胡此后在长沙的一家公立
医院就诊袁医生诊断小胡患的是抑
郁症袁并给他重新开了对症的口服
药袁前后仅花费了 700 多元遥目前袁
小胡的病情逐渐改善遥
邓勇指出袁网络医托在明知患
者会受到侵害的情况下袁促成医疗
机构的野欺诈医疗冶野过度医疗冶遥这
对患者本身是一种误导与伤害袁对
医疗业界也是一种自我戕害遥
2016 年 5 月袁 国家卫生计生
委等八部门联合印发了集中整治
野号贩子冶和野网络医托冶专项行动
方案遥 各地各部门联合行动袁遏制
了网络医托蔓延势头遥 然而袁重拳
之下网络医托现象仍屡禁不止袁暴
露出行业发展和监管上的诸多问
题遥
有分析认为袁网络医托产生的
根本原因在于医疗资源配置不合
理袁一些患者盲目借助互联网求医
问药袁让不法分子有机可乘遥另外袁
国内还没有关惩罚网络医托的相
关法律袁因为无法可依才形成野抓
了放尧放了抓冶的恶性循环遥
如今袁各类搜索引擎拓宽了医
疗机构的获客边界遥根治网络医托
乱象涉及医疗内容尧广告及互联网
等方面袁 需要多部门协同治理袁这
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监管难度遥
从源头入手切实整治
网络医托披着互联网外衣袁具
有一定的隐蔽性和欺骗性遥如何从
根本上打击网络医托袁让百姓免受
其害袁成为一个切切实实的民生问
题遥
在邓勇看来袁整治网络医托乱
象袁首先要从源头入手遥 卫生主管
部门尧网信部门和工商部门要联合
行动袁 通过大数据等技术手段袁对
相关违法行为进行及时调查处理遥
其次袁政府和媒体要注重加强科普
宣传遥 最后袁患者自身要养成科学

就医用药的习惯袁生病时要第一时
间选择正规医疗机构就诊遥
尤需重视的是袁相关监管部门
要夯实搜索公司的主体责任遥今年
全国两会期间袁来自上海的全国人
大代表丁光宏提交了关于加强对
网络搜索竞价排名监管的几点建
议院尽快出台行政法规位阶的实施
条例和细则袁细化野竞价排名冶显著
标示以及与野自然搜索冶的区分要
求袁强化涉基础民生类的商品和服
务野竞价排名冶的监管以及建立野竞
价排名冶负面清单等遥
针对网络医托乱象袁 不仅要
野打冶袁更要野治冶遥 2018 年 9 月袁国
家卫健委发布叶互联网诊疗管理办
法渊试行冤曳等 3 份文件袁为发展互
联网医院铺设法律轨道遥加大力度
净化医疗市场袁 优化医疗资源配
置袁让互联网医院野正规军冶充盈网
络袁 让网络医托失去生存空间袁为
人民群众寻医问药营造一个风清
气正的网络环境遥
李嘉宝

我国端午节期间查处酒驾醉驾等
严重违法行为 58 万余起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 9 日发布袁 端午节期间袁全
国公安交管部门共查处酒驾醉驾等严重违法行为
58 万余起遥
据介绍袁今年端午节假期与高考重合袁各地公
安交管部门全警动员袁严格路面管控遥端午节期间袁
各地启动交警执法站 4000 余个袁 增设临时执勤点
1.2 万余个袁投入警力近 48 万人次尧出动警车 9 万
余辆次遥各地累计为 2 万余辆集中送考车辆提供带
道护送服务袁 紧急护送忘带证件等特殊情况的
4000 余名考生赶赴考场遥
截至 9 日 17 时袁全国道路交通事故起数尧死亡
人数尧 受伤人数尧 财产损失同比分别下降 52.1%尧
49.5%尧50.2%尧42.3%袁未发生重大道路交通事故袁全
国主干公路通行秩序良好袁未发生长时间大范围交
通拥堵袁高考考点周边道路顺畅有序遥
韩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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赌场放债钱被卷走非法借贷不受保护
为圆发财梦, 威 海 市民 隋 某千 里
迢迢从山东奔赴上海, 在赌场放起了
高利贷遥 借贷人无力还款选择跑路后,
为挽回经济损失逼迫同伙签了借条,
并将同伙告上法庭诉请还款遥 威海市
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定
借贷关系不受法律保护, 驳回原告诉
讼请求遥
威海市民隋某在听丁某说到在上
海放高利贷可以赚大钱时, 便跟随丁某
以及另外两名同伙一起飞往了上海遥 深
知野放贷有风险冶的隋某和丁某,为了寻
找合适的放贷场所四处考察, 不久便在
一家赌场遇到了正在赌博的薄某遥 在得
知二人来意后,薄某向隋某承诺,若由他
来帮忙在赌场放贷, 每放贷 1 万元每天
可交给隋某 200 元的利息遥 如此高额的
利息令隋某心动不已, 当即取了 5 万元
现金交给了薄某, 而薄某则每天向隋某
交纳 1000 元的利息遥

但是好景不长, 没多久薄某就因赌
博输光了钱跑路了遥 隋某利息没收多少,
连本金也打了水漂遥 于是隋某将损失归
咎于丁某身上遥 一通威逼之后,野被欠债冶
的丁某被迫按照隋某的要求写了两张
共计 68000 元的借条, 这其中,5 万元是
隋某借给薄某的本金, 剩下的 18000 元
则是薄某欠他的利息遥 拿到借条的隋某
安心了很多,他想着有野铁证冶在手,自己
损失的钱财就可通过法律途径来向丁
某索要遥 隋某拿着借据来到法院,诉请丁
某偿还欠款遥
法院审理后查明, 原告隋某主张钱
款系被告所借,其中数额为 5 万元的借
条 是 于 2016 年 4 月 在 威 海 市 原 告 家
中所签遥 而被告辩称借条所载明的借
款均系原告向赌徒高利放贷的赌资及
利息,且借条签订地 点 系上 海 ,并提 供
了证人高某尧林某出庭作证遥 法官奔赴
上海调取了原告酒店住宿记录, 也证

实了在原告主张的时间段里, 其身处
上海而并非威海, 故原告主张明显与
事实不符遥
威海经区法院审理认为, 原告虽然
提供了借条,但根据原尧被告的陈述及证
人证言等, 不足以认定原被告之间存在
民间借贷关系遥 且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
律保护, 而隋某是将钱款用于在赌场高
利放贷,该借贷关系不受法律保护遥 故对
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驳回原告的
诉讼请求遥
法官说法
本案承办法官表示,根据叶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规定曳第 十 四条 规 定 , 具 有
下列情形之一, 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
间借贷合同无效:(一)套取金融机构信
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 且借款
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曰(二)以

向其他企业借贷或者向本单位职工集
资取得的资金又转贷给借款人牟利,
且 借 款人 事 先知 道 或者 应 当知 道 的曰
(三) 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
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
借款的 曰(四 ) 违背社 会公序良 俗的曰
(五) 其他违反法律尧 行政法规效力性
强制性规定的遥 第十五条规定,原告以
借据尧收据尧借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
起民间借贷诉讼, 被告依据基础法律
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 并提供证据
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
的, 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 明的案件事
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遥
可见,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
而出借人在明知借款人用于赌博尧贩卖
毒品尧走私等非法活动而借钱的,其借贷
合同是不受法律保护的遥 因此,为了守护
自己的幸福生活,要认清赌博危害,拒绝
赌博恶习,远离高利贷遥
郭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