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院长自称“神医”老乡帮忙“揽客”
南京警方破获一起“医托”诈骗案 捣毁“医托”团伙6个，抓获嫌疑人30名

A08 法治新闻 2020年11月24日 星期二
责编：江艳 美编：舒君 校对：孙静

我局于2020年10月26日对句经地交告
[2020]字第2-1-3号公告实施发布，现为了
地块更合理利用，我局对府东巷东侧、人民路北
侧局部地块(2020-J2-1-3-01号)的建设用
地面积进行了微调，由25240平方米调整为
25063平方米，其余不变。此次微调不涉及规
划指标等土地使用条件变更等影响土地价格
的重大变动。同时网上报名时间延长至2020
年12月22日17时30分、缴纳保证金时间延
长至2020年12月23日17时30分，挂牌时
间延长至2020年12月24日9时。

特此公告。
句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1月23日

关于句容市 2020-J2-1-3-01号地块
补充公告

南京金宝鼎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有关单位委托，我公司将对委托标的进行公开拍卖，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
南京市秦淮区建康路 1 号水游城购物中心建筑外墙共 13 块墙体

户外广告位一年期设置使用权出让。标的挂牌价人民币2.3万/年。
详情请见南京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国有产权-商业性户外广

告设置使用权出让-项目公告-编号2020320100HG00075。
二、预展时间、地点：即日起在标的物所在地预展
三、拍卖会时间、地点：2020 年 12 月 11 日 14：30；南京市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265号）1247室
四、竞买人报名及报名所需材料：意向方须在报名期内通过南京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用户平台完成报名手续。
五、报名时间：自公告刊登之日起至 2020 年 12 月 2 日（工作时间

内，法定节假日除外）。
六 、竞 买 保 证 金 ：(1) 本 次 拍 卖 保 证 金 为 人 民 币 ：壹 万 元 整

(￥10000.00)；(2) 保证金缴纳截止期限：经转让方审查，通过资格确
认的意向受让方须在资格确认次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将交易保证金交
至指定账户（以到达账户时间为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并办理保证金
到账确认手续，凭确认函办理竞买登记，逾期将不能取得竞买资格。

七、联系方式：南京金宝鼎拍卖有限公司；地址：南京市秦淮区状
元境9号 联系电话：025-83375789、18951810999 联系人：龙女士

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地址:南京市江东中路265号
联系电话:025-68505712 联系人：宗先生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址：http://ggzy.njzwfw.gov.cn

减资公告：根据 2020 年 11
月20日股东会决议，南京天
拓机械工程有限公司拟将
注 册 资 本 从 1 万 元 减 至
5000 元，现予以公告。债权
人可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
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
供担保。南京天拓机械工
程有限公司 2020 年 11 月 23
日 联系电话：13851579570，
联系人：辜承宁，地址：南京
市鼓楼区青石村1号402室
江苏益福汽车保险销售有
限公司盐城市大丰区营业
部于2020年11月19日在工
商部门完成注销，特此公
告。联系人：刘仕民，联系
电话：13404137771

遗失:南京市江宁区康鼎机
械租赁服务部财务章.法人
章冯文金，寻回不再使用，
声明作废。
遗失：江苏燕之洋家居建材
有限公司合同章，声明作
废，并承诺寻回后不再继续
使用。
遗失南京市江宁区王成贵建
材店公章.财务章.发票章，寻
回不再使用，声明作废
遗失申明：夏生霞保障卡：
810000120621299757 声 明
作废
遗失：南京世泽劳务服务有
限公司公章，声明作废，并
承诺寻回后不再继续使用。
南京唐庭宾馆有限公司遗
失原财务专用章一枚，声明
作废

遗失南京市玄武区陈小菊
日用品经营部法人章财务
章各一枚声明作废寻回后
不再继续使用
遗 失 赵 晓 东 身 份 证
321321200002023418声明作废
遗失南京市浦口区张兴兰
小吃部公章发票章各一枚，
声明作废
遗失南京中房居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财务专章、法人章

（朱仕轩），声明作废。如寻
回后不再继续使用。
南京蓝精灵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遗失公章，声明作废寻
回后不再继续使用。
遗失 泰国酷鸟航空有限公
司南京代表处的首席代表
证，代表的姓名：曹静玲，声
明作废

代普悦遗失南京工业职业
技 术 学 院 学 生 证 ，学 号
1814033221,声明作废
遗 失 任 泊 宇 出 生 证, 编 号:
P321028830,声明作废。
南京达福鑫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本，副
本 ， 注 册 号
91320104MA1MH23P09，现
声明作废。
南京沫影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公章遗失，寻回后不再使
用，声明作废
遗失南京捷信诚汽车科技
有限公司 苏 A66XF8 运输
证字号：宁 320152012156 声
明作废
胡逸兰遗失南京农业大学
自动化专业就业推荐表，编
号10307，声明作废

15951803813（微信）
江北：13770562097

广告
订版
电话

晨报讯（通讯员 陈永生 陈秀章 南京晨
报/爱南京记者 姚均祥）11月21日15时45
分许，南京交警高速九大队巡逻警力在辖区例
行巡逻时，在宁马高速往马鞍山方向靠近清修
服务区处，发现一老人在应急车道路面逆行。

当时该路段正在修路，车流量比较大，身
边车辆呼啸而过十分危险。民警立即将车停
在应急车道上并做好安全防护后前去查看。
经询问，交警发现老人无法进行正常交流，随

后设法与其家人取得联系。经了解，老人是江
宁镇人，小时候得过脑瘫，这不是他第一次一
个人上高速了。现场警力随后用警车将老人
送到了滨江开发区出口与家人汇合。

高速交警提醒：高速公路车辆通行速度
快，严禁行人在高速路面行走。如家中有年迈
老人，一定要加强陪护，避免老人独自出门，并
在老人衣物中留有联系方式，以防迷路走失。
如发生紧急情况，请第一时间与警方取得联系。

晨报讯（通讯员 李焱 南京晨报/爱南京
记者 姚均祥）雨夜，一乘客在日兰高速被客车
司机甩在路边，深夜独自一人在高速公路，幸
好高速交警及时救助。

11月22日晚间，高速三大队接到报警，
一乘客被客车司机甩客在高速路上，请求高
速交警救助。接警后，民警冒雨赶赴现场，由
于该男子无法清楚描述所在位置，民警费尽
周折才在绕越高速宁杭互通找到他。到达现
场后，民警见该乘客站在高速公路路边，冻得
瑟瑟发抖。雨夜视线不佳，车辆不时呼啸而
过，民警让该男子坐上警车。民警询问得知，

该男子来南京找亲戚，客车本想在服务区洗
车，没想到司机没有去服务区停靠，在高速公
路上就把他甩下。“一个人大晚上被甩在高速
上，还下着雨，真被吓坏了，要不是交警同志热
心帮助，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该男子
激动地说。

高速交警提醒，外出乘车时，要坐正规营
运车辆，防止发生半路被“黑客运”甩客的事
件。高速公路为全封闭快速车辆通道，严禁行
人进入高速。行人突然出现在路面或从中间
隔离带穿出，严重危及到人员和行经车辆的安
全，极易造成道路交通事故。

晨报讯（通讯员 陈倩 南京晨报/爱南京
记者 刘通）南京市民谭女士在墨香路附近开
了家手机店，老顾客林某不久前在她这里采购
了65部手机，原以为是笔大生意，没想到林
某自此音讯全无。玄武警方调查后发现，林某
并不是采购员，手机被他骗去还债了。

今年11月12日，红山派出所接到谭女
士报警，称店里有位姓林的顾客，为其所在的
船舶公司采购了65部手机，可她只收到了3
万元的定金，后面15万的货款对方迟迟没
给，如今人也联系不上了。接报后，民警张敏
找到谭女士仔细了解情况。

原来，谭女士是一家手机店的店主，
2019年结识来店里修手机的林某，2020年
8月，林某在她店里买了部手机，称价格很实
惠，以后会经常光顾。谭女士听完很高兴，就
与林某多聊了几句，得知他是某船舶公司的采

购员。没过多久，林某果然带着采购单来找谭
女士提货，一口气买下了65部手机，并当场
支付了3万元的定金。

林某称公司的美元汇兑需要时间，他将于
9月30日前将剩余的15万余元货款打到谭
女士的账户上。为了做成生意，也出于对老顾
客的信任，谭女士便同意了。没想到截止日期
到了，林某依旧没能还款，在谭女士反复催促
1个月后，林某失联了。

民警立即展开调查，发现林某并非船舶公
司的员工。11月15日，民警找到林某，林某
向民警交代，他为了偿还债务，才谎称为公司
采购欺骗了谭女士。骗来的手机早已被其兜
售给了一家通讯市场，所得钱款已被其用于还
债和生活开销。

目前，林某因涉嫌诈骗已被采取刑事强制
措施，本案还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套近乎、装病患
“医托”医院附近伺机搭讪

今年6月3日，南京市公安局地铁分局接
到市民反映称：有人以“治病有疗效”为由，将前
往正规医院看病的外地人带往小诊所“医治”。

对此，地铁公安分局高度重视，迅速组织专业力
量对相关警情进行梳理分析，并开展实地走访、
侦查，发现多个隐藏于市内的“医托”团伙和数
十名嫌疑人员。“医托”们基本互为湖南某地老
乡，而他们中大部分人背后隐藏的，就是位于中
和桥路小巷里的这家名为“康兴益中医诊所”的
小门店。

“医托”们三五成群，大多在知名三甲医院
门口徘徊，各自伺机寻找目标人员进行搭讪，有
时也会互相照应。他们一般是在挂号人群中，
选择一些年龄较大的外地来宁就诊患者，上前
搭讪，一旦取得对方信任，便谎称“也得过此类
疾病，但医院没用，自己是在一家中医诊所治好
的”，顺势将“康兴益中医诊所”推荐给患者。

全链条打击
一举捣毁6个“医托”团伙

经过4个多月的侦办，专案组基本查清了“医
托”诈骗团伙的基本情况，于是迅速组成12个办
案小组，分11月6日、7日两天开展集中抓捕行
动。11月6日上午，一对老夫妇在“医托”徐某

（化名）的带领下，走进了“康兴益中医诊所”，20
分钟后从诊所里出来，手里拎着刚开好的一大包
药品。“立即行动。”一声令下，行动组现场抓获黄

某某（化名）等违法犯罪嫌疑人8名。
随后，部署在全市其余点位的小组也陆续

展开抓捕行动，共捣毁全市几家大医院附近的
6个“医托”团伙。从“医托”到小诊所，此次全
链条打击行动，共计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30
名，现场查获廉价中药材400余斤、处方结算
单数千张、作案用手机20余部以及各类伪造
证书、奖杯、奖牌等40余件。经初步统计，该
案受害人共计千余人，来自全国各地，涉案总金
额高达数百万元。

根据诊所简介展示，该“团队”共有5人，除
“院长”黄某某外，还有3名主任医师和1名药
剂师。民警在侦查中发现，3位医师均为退休
中医医生，和黄某某轮流坐诊，而身为“院长”的
他其实连行医资质都没有。

开药不看病症看经济条件
诊所月非法所得最高时超30万元

黄某某，男，64岁，湖南衡阳县人，是“医托”
案的主要嫌疑人，自称毕业于某知名军医大学，
是国家级研究院中医药研究员，但实际只有高中
文凭。对于其展示的各种名誉头衔、接受的电视
专访，黄某某也交代：“都是花钱请人制作的。”

据悉，上世纪90年代时，黄某某来到南

京，在一家中医诊所当学徒。2014年，注册成
立了中医诊所，并陆续招来了财务、司机、药师
以及3名退休医生轮流坐诊，自己的妻子则做
些后勤工作。因一开始诊所没有客源，黄某某
便动起了歪脑筋，请其亲戚、老乡来当“医托”，
帮忙拉人就诊。

“康兴益中医诊所”主营皮肤病治疗，患者
被“医托”介绍过来后，需先支付35元挂号费，
随后由当日坐诊医师负责检查开药，但多数情
况下，黄某某还要亲自听诊、“审核”处方，主要
是为了通过患者的穿着打扮、言谈举止更深入
地了解对方的经济情况，好在处方上增开一些
事先配好的常见中药，以此来多赚药费，几乎其
给所有患者增开的都是同种药品。

经查，诊所将成本数元至数十元不等的廉
价药品以成百上千的价格卖给患者，收取高额
挂号费、药费，每位患者支付的药费几乎都在
1000元以上，该诊所的月非法所得最高时超
过30万元。根据受害人徐老先生陈述，该诊
所给自己的银屑病开了一些中成药，共收费
1798元，但在正规的皮肤病研究所看病时，每
次药费加检查费只有两三百元。

目前，该案仍在进一步调查审理中。
通讯员 宁公宣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王业全

采购65部手机迟迟不交尾款
民警识破端倪迅速破案

雨夜乘客车被“甩”高速公路
民警冒雨赴现场及时救助

老人误入高速 暖心交警送他回家

在南京中和桥小区旁巷子里的一
排 小 门 店 中 ，藏 着 一 家 中 医“ 名
馆”——“康兴益中医诊所”，店面小而
不起眼，却顶着“中国皮肤病产学研双
创示范基地”“江苏省知名品牌中医
馆”等各类“国家级”头衔。11月6日、
7日，南京警方雷霆出击，相继捣毁“医
托”团伙6个，抓获违法嫌疑人30名。
至此，一个黑诊所勾结“医托”，欺骗患
者高价看病买药的犯罪链条被斩断。

11 月 23 日，由江苏团省委指导、南京团市委主办的青少年“法治公开课”省级示范课
（南京专场）在小行小学开课。特教老师、检察院检察官带来的公开课“我真的很不错”、“小
案例”见“大守护”，发人深省的自我保护情景剧表演以及法治自护知识竞答互动，从多个角
度营造出“学法、懂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 新华报业视觉中心记者 余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