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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为美国豪华免费游 实则被骗参加境外医院体检

警方破获特大海外医疗诈骗案
利用美容院精准定位诈骗对象，免费的海外旅游行程包括
“高端体检”，假冒的国外“医疗专家”解读体检报告让人相信自
己是易患癌症人群，进而购买价格动辄几万甚至上百万元的
“抗癌药品”
……
在公安部的统一指挥下，浙江公安机关近日摧毁一个以海
外医疗名义实施诈骗的犯罪集团，抓获犯罪嫌疑人 132 名，涉
案金额近 10 亿元。
“抗癌药品”全英文包装上赫然写着
主要成分是“糖”
直到被女儿带到公安机关报警，浙江嘉
兴的王女士还不敢相信，自己花费巨资的
“海
外检测治疗”
竟然是一场彻彻底底的骗局。
52 岁的王女士是嘉兴一家美容院多年
的老顾客。2016 年初，美容院以“回馈老客
户”
的名义邀请王女士免费泰国旅游，行程包
括豪华游艇、
五星级宾馆、
海鲜大餐、
娱乐晚会
……还有
“高端体检”
和
“专家医疗说明会”。
在接受了海外医院的“高端医疗体检”
后，王女士吓了一跳：
根据她的体检报告，
“医
疗专家”分析认为罹患癌症的风险很大。就
在王女士惊恐未定之际，
“医疗专家”抛出了
“救命稻草”——
“癌盾”疗法。
“医疗专家”建
议王女士先花费 106 万元人民币，在国外通
过输液来抗癌，回到国内后再口服“癌盾”产
品，以此巩固输液的疗效。出于对癌症的恐
惧，王女士欣然接受。
此后，王女士又多次应邀前往美国、泰国
等国“旅游”，前后花了近 600 万元巨款在防
癌保健上。最后一次去美国“旅游”，王女士
还购买了价值 165 万元的
“癌盾”
产品。
直到今年1月，
王女士在国外的女儿回到
嘉兴才意外发现，
自己母亲正在食用的
“癌盾”
十分可疑：
其全英文包装上赫然写着主要成分
是
“糖”
，且在泰国、美国就诊的体检报告疑为
互联网下载的伪造品，随即向公安机关报警。

筛选客户、步步设局，
“高端体检”后
开出天价“抗癌药”

诈骗团伙公司化运作，涉案金额近
10 亿元
根据浙江警方掌握的情况，该诈骗团伙
组织严密，分工明确，犯罪嫌疑人人数众多，
涉及 30 个省区市，全国案件 2000 余起，涉案
金额近 10 亿元。
经循线追踪、细致排查，公安机关掌握了
该犯罪集团的大量犯罪事实和证据，公安部
组织指挥全国多地公安机关统一开展集中收
网抓捕行动，先后共抓获犯罪嫌疑人 132 名，
扣押涉案电脑 156 台、手机 300 余部，冻结银
行卡 500 多张及资金 7000 余万元，查封假药
仓库 3 个，扣押假药 3000 余箱，彻底摧毁了
该犯罪集团。
“思兰德在全国各地开了不少分公司，下
线中也有不少高档美容院，我们到公司抓人
的时候，还有不少受害人正在排队等候医疗
咨询！”
参与抓捕行动的民警沈宏伟称。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特别提醒消费者，面
对各种免费赴境外旅游体检的项目，应注意
甄别免费项目中的陷阱；不要迷信进口保健
品、药品疗效，确有疾病的，要到国内正规医
院检查治疗。
新华社记者方列

明年 1 月 5 日全国铁路大调图
年底前 10 条新线开通运营
晚报综合消息 据新京报报道，12 月 6
日，记者从中国铁路总公司获悉，2019 年 1
月 5 日 0 时起，全国铁路将实施新的列车运
行图，济青高铁、杭黄高铁、哈牡高铁等 10 条
铁路新线即将在年底前开通运营。
据介绍，2018 年底，被誉为“最美铁路
线”
的杭黄高铁、
“织密山东省内铁路”
的济青
高铁、
“中国高铁网最北
‘一横’
的重要组成部
分”的哈牡高铁等 10 条新线即将开通运营，
并新增高铁营业里程约 2500 公里。
具体新开通线路包括：京哈高铁承德至
沈阳段、新民至通辽高铁、哈尔滨至牡丹江高
铁、
济南至青岛高铁、
青岛至盐城铁路、
杭昌高
铁杭州至黄山段、南平至龙岩铁路、怀化至衡
阳铁路、
铜仁至玉屏铁路、
成都至雅安铁路。
此外，阜新、朝阳、承德、通辽、牡丹江、日
照、连云港、盐城、雅安、丽江等多个城市首开
动车。
据悉，从 2019 年 1 月 5 日 0 时起，全国铁
路将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本次调图后，铁
路部门安排开行新增动车组列车 276.5 对，
中国高铁运能大大提升，更好满足沿线旅客
乘坐动车组出行的愿望。

其中，京哈高铁承德至沈阳段、新民至通
辽高铁安排动车组列车日常线 21 对、周末线
2 对、高峰线 3 对；济南至青岛高铁、青岛至盐
城铁路安排动车组列车日常线 42 对、周末线
3 对、高峰线 5 对；杭昌高铁杭州至黄山段安
排动车组列车日常线 33 对、周末线 1 对、高峰
线 2 对。据介绍，以上各线列车具体开行时
间，
铁路部门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随着 2018 年底 10 条新线投入运营，部
分城市间旅客列车运行时间进一步压缩。但
新图实施后，全国铁路 81 对公益扶贫“慢火
车”
继续开行。
据悉，哈尔滨至牡丹江间全程压缩 3 小
时，北京至牡丹江间全程压缩 8 小时 57 分，牡
丹江至北京间全程压缩 6 小时 57 分，通辽至
沈阳间全程压缩 2 小时 21 分，沈阳至承德间
全程压缩 8 小时 23 分，北京南至青岛间全程
压缩 58 分钟。
铁路部门提示，
以上调图方案将于2019年
1 月 5 日实行，旅客朋友如需了解列车开行服
务资讯，
可登录中国铁路客户服务中心 12306
网站及铁路官方微博、
微信查询，
或关注各大火
车站公告，
以便合理安排行程。 裴剑飞

老兵带老乡 村庄变模样

13 年前，他是一名优秀军人。如今，他
已华丽转身成为一名优秀“村官”，并当选为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他，就是江苏省张家港市永联村党委书
记吴惠芳。
吴惠芳拥有 25 年军旅生涯。服役期间，
先后参加过边境自卫反击作战、98 抗洪等重
大任务。2002 年，表现优异的他被任命为原
南京军区某红军师政治部主任。
然而，3 年后，吴惠芳却作出一个让人意
想不到的决定：
告别在杭州生活的妻女，
以自
主择业的方式脱下军装回到农村老家，投身
新农村建设。
吴惠芳的父亲吴栋材也是一名老兵，在
抗美援朝战场上负过伤，转业后一直担任永
联村党支部书记。改革开放后，他带领村民
敢闯敢干，让永联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迈入新世纪，发展规模越来越大的永联
村村办企业进入转型关键期，急需高素质管
理人才。
吴栋材将目标“锁定”儿子吴惠芳，他看
中的正是吴惠芳的军旅经历和管理能力。
深思熟虑之后，
吴惠芳最终脱下军装，
加
入到永联的乡村振兴
“战斗序列”
。

乡村建设千头万绪，难度超乎想象。但
部队多年的培养教育，磨练了吴惠芳钢铁般
的意志。经过一系列周密的调查研究，他牵
头制定了永联村现代化新农村建设的 4 大项
主要目标和 26 个具体指标，提出建设“产业
美、生态美、生活美、素质美”
的
“四美”
永联。
“我要让永联人过上城里的现代化生
活。”按照这幅“导航图”，吴惠芳指挥的第一
场
“硬仗”
就是永联城镇化。
几年间，一座现代化小镇拔地而起，全村
3600 多户人家高高兴兴住进
“永联小镇”
。
吴惠芳还没来得及歇口气就迎来了第二
场
“硬仗”：
乡村社会的现代化治理。
作为“永联小镇”的配套，吴惠芳带领村
民开发了一条商业街，建起了宾馆、菜市场、
卫生院、幼儿园等，一个欣欣向荣的现代化小
城镇呈现在人们面前。
第三场“硬仗”是村民文明素养提升工
程。
“这是最难的一仗。”
吴惠芳说。
吴惠芳牵头组织修建了图书馆、小戏楼、
休闲广场、文化活动中心，用文化“唤醒”文
明。
现在的永联村，在全国行政村中经济总
量排名第三，先后获得“全国文明村”
“全国先
进基层党组织”
荣誉称号。
走路虎虎生风，说话铿锵有力，坐姿端庄
挺立……尽管离开军营已经 10 多年了，但吴
惠芳给人的第一印象依然是军人的养成。他
说：
“对我来说，变的是战场，不变的是我作为
一名党员的使命和担当。我要继续当好乡村
振兴排头兵，在建设家乡的‘第二战场’上再
立新功！”
新华社记者梅世雄

乐山警方悬赏 10 万元
通缉爆炸案嫌疑人
晚报综合消息 据人民网报道，四川省
乐山市公安局昨日晚间发布悬赏通告：
12 月 5 日 17 时 31 分，四川乐山市夹江
县焉城镇一辆公交车发生爆炸，17 人受伤。
经查，卢仕兵(男，汉族，四川省夹江县顺河乡
前 进 村 10 社 人 ，身 份 证 号 码 ：
511126197403063439，身高 1.7 米左右，体
态中等，有明显眼袋)有重大作案嫌疑，目前
抓捕工作还在进行。
通告希望广大群众积极提供线索，发现
该犯罪嫌疑人的请立即向公安机关举报，对
提供重要线索协助抓获犯罪嫌疑人的，公安
机关将给予奖励人民币 10 万元。
联系人：夹江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
毛 警 官 ： 13881322065， 张 警 官
13628188848 0833-5661110。
另据四川日报报道，
据网友拍摄的现场视
频显示，
公交车爆炸后产生大量浓烟，
多面车窗

犯罪嫌疑人卢仕兵。

接到报警后，浙江省、嘉兴市两级公安机
关迅速组织警力开展调查。经过两个月的缜
密侦查，发现大连思兰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是
“癌盾”
系列产品的源头。
警方调查发现，自 2014 年起，思兰德公
司在全国范围物色代理商，由代理商发展下
线美容院，由美容院物色人选，再实施海外医
疗诈骗，
形成了一条诈骗产业链。
思兰德筛选“优质客户”群体的标准是：
经济条件优越、身体健康状况良好、看不懂英
文，且不是医生、法律工作者。美容院前期针
对筛选的顾客详细摸底，包括既往病史、家庭
财产状况等，
逐层上报至所谓的
“医疗专家”
，

以便行骗的时候
“有的放矢”
。
侦办此案的嘉兴市公安局秀洲区分局刑
侦大队副大队长徐惠刚介绍，豪华旅游中游
艇、海鲜大餐等项目都是为看似高大上的医
疗体检作铺垫，
增加信任感。
事实上，国外的医疗体检只是一些普通
的体检项目，但因为被安排在国外当地的高
档酒店，加上客人们不懂英文，高大上的“医
疗说明会”
就干扰了受害人的判断能力。所谓
的
“医疗专家”
只是些没有医生资格的人员，
他
们虚假解读受害人的体检报告，
称她们很可能
患上癌症。当受害人对花费巨款购买所谓抗
癌产品产生犹豫时，
身边的陪同人员就会做劝
解、说服工作。为了防止受害人回国后反悔，
犯罪团伙还伪造网站，
渲染所谓的疗效。
警方查证，所谓口服的“癌盾”是思兰德
公司魏某向上海某公司订购的，经检验主要
成分为番茄红素和青花素。这些贴有美国原
装进口字样的“癌盾”
系列产品，分别以 9.8 万
元至 39.8 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出售给客户，而
成本也就几百元。

张家港的这位
“村官”
吴惠芳很不简单！

玻璃破碎，车厢内一片狼藉，现场多位乘客受
伤，
事发后被救护车接走。目前，
伤员已全部送
往医院救治，经初步诊断，均无生命危险。

驻日美军战机
与加油机相撞并坠毁
新华社东京电
据日本广播协会 6 日
报道，驻日美军岩国基地所属两架飞机当日
凌晨在空中相撞并坠毁在高知县附近太平洋
上。截至目前，两架飞机共搭载的 7 人中仅
有 1 人获救，另外 6 人下落不明。
根据日本防卫省消息，当地时间 6 日凌
晨 1 时 40 分左右，驻日美军岩国基地所属一
架 FA18 战斗机与一架 KC130 空中加油机
在高知县室户岬以南 100 公里的太平洋上空
相撞，两架飞机均坠毁在海上。
驻日美国海军发布声明说，这两架从岩
国基地起飞、在日本沿岸进行飞行训练的飞
机当日凌晨发生事故，目前有关方面正在进

行搜救和调查事故原因。
美军方面的信息显示，坠机时 FA18 战
斗机上搭载两人，KC130 空中加油机上搭载
5 人。日本海上自卫队派飞机和舰艇参与搜
救，截至目前已通过直升机救起 1 人，被救人
员有意识。日本海上保安厅表示，已派出飞
机和巡视船参与搜救，截至目前未有附近船
只被飞机坠毁事故波及的报告。
自去年开始，神奈川县驻日美军厚木基
地的航空母舰舰载机陆续转移到位于山口县
的驻日美军岩国基地。目前，驻日美军岩国
基地共配备 120 架军用机，最近两年飞机坠
毁事件时有发生。
姜俏梅 王可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