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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个人人信信息息被被发发布布到到色色情情QQQQ群群
受害者称是前妻网友所为，报案后警方已受理

本报济南7月15日讯（记者 李
钢） 取消药品加成，患者到底减负
多少？住院次均药费降7 . 6%。15日，
山东省政府网登载了省卫计委副主
任袭燕谈深化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
革与巩固完善基本药物制度采访实
录。我省将把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
革覆盖到全省所有县（市）和以农业
人口为主的区。

袭燕介绍，目前，我省先后启动
了两批84个县（市、区）、186家医院
的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工
作。通过综合改革，患者就医负担有
所减轻。2014年，第一批试点医院门
诊次均药品费用从81元降到80元，
降低1 . 2%，住院次均药品费用从
2126元降到2075元，降低2 . 5%；第二
批试点医院门诊次均药品费用从
88 . 7元降到86 . 8元，降低2 . 2%，住院
次均药品费用从2168元降到2015

元，降低7 . 6%。截至2014年底，试点
医院取消药品加成政策后，累计让
利群众26亿元。

目前，全省县级公立医院综合
改革第一、二批试点医院门诊人次
同比分别增长11 . 71%、9 . 96%；出院
人次同比分别增长10 . 46%、9 . 11%；
门诊患者个人实际负担费用分别增
加4 . 23元、5 . 34元；住院患者个人实
际负担费用分别增加1 . 14元、9 . 92

元，医药费用过快增长势头得到遏
制，改革效果初步显现。

为让更多的居民享受到改革带
来的福利，我省将把县级公立医院
综合改革覆盖到所有县（市）和以农
业人口为主的区，完善基本药物制
度相关配套措施，推动改革向纵深
发展。

本报临沂7月15日讯（记者
高祥 通讯员 于飞） 临

沂市河东区两名男子买来警
服、警帽等，扮成交警在高速公
路出入口拦截货车“罚款”，因
不懂执法程序被司机识破，近
日，这两名“李鬼”交警被真警
察抓获，目前已被刑事拘留。

7月9日下午，40岁的货车
司机徐先生驾车从日照拉货去

临沂，当车辆驶经临沂市河东
区时，后面追来一辆车身上写
有“交通执法”字样的轿车。将
货车拦住后，车上下来两人自
称交警，要对货车罚款。

因为说不出罚款名目，两
名“交警”与徐先生一番讨价还
价后，向徐先生要了200元，才
将车辆放行。观察到两位“交
警”只拦货车，张口就罚，而且

“执法”完全不按程序，又鬼鬼
祟祟，徐先生交钱离开后，越想
越觉得可疑，遂拨打110报警。

临沂市河东分局刘店子派
出所民警接警后立即赶往现
场，在辖区高速公路出入口附
近巡逻。7月13日凌晨1时，两名

“李鬼”交警又在高速公路出口
附近拦车“罚款”时，被巡逻民
警当场抓获。

据了解，两名“李鬼”交警
中，一名为杜某某，是临沂市河
东区太平镇人，平时游手好闲，
前些日子买了辆车，便萌生了上
路骗钱的想法。他叫上同样无业
的尤某某给他当司机，两人专挑
夜晚9点到凌晨的时间，把车停
在路边，见有大货车便打开警灯
追上去。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
审理中。

本报青岛7月15日讯（记者
刘腾腾 通讯员 朱海生）
15日凌晨，在青岛太康路一

居民楼内，一名男子吸毒后产
生幻觉，手持菜刀威胁同租的
住户。民警解救被困的住户后，
将涉事男子控制。

15日凌晨5时许，盐滩派出
所接到报警，在太康路20号一
居民楼6楼内发生邻里纠纷，报
警人称，与其同租的一名男子
凌晨5点敲门，要求进屋喝水。

遭到拒绝后，该男子在客厅砸
外出的大门。

民警赶到后敲门，屋内男子
不开门并且将屋门反锁。报警人
在电话中告诉民警，男子在客厅
内手持厨房的一把刀具，但并没
有伤人，只是要求报警人待在南
卧室不要出来，举止十分异常。
民警初步判断男子精神异常。三
分钟后，增援民警赶到现场，在
征得邻居住户同意后，民警让报
警人从窗户爬到邻居家，顺利脱

困。随后，民警沿窗户爬进事发
住户的南卧室，看到滋事男子手
持菜刀站在客厅，与进入南卧室
的民警对峙，不让民警接近。其
间民警多次递给男子香烟及饮
用水，安抚其情绪，同时劝说男
子放下菜刀。

另一组民警通过调查，得知
滋事男子身份信息，王某，46岁，
青岛人，随后民警联系王某家
属。王某家属反映，王某独自在
外租房居住，以往有精神病史。

王某家属表示可以赶到现场配
合民警对其进行规劝。现场，王
某始终处于胡言乱语状态，声称
自己要进行破坏。民警继续规劝
王某。上午10点左右，王某在民
警规劝下，将刀具交给民警，随
后民警将王某控制后带离现场

经过尿检，王某尿检结果
呈阳性。初步调查，王某系吸食
毒品后产生幻觉，持械滋事。目
前王某正在接受警方进一步调
查，警方将依法对其进行处罚。

本报枣庄7月15日讯（记者 李
泳君） 没有行医资格，刘某却在枣
庄市台儿庄区开设黑诊所非法行
医，在给一女子做清宫手术时，不幸
致女子身体受损，构成十级伤残。目
前，刘某因犯非法行医罪，获刑一
年，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五千元。

2015年4月20日，台儿庄区人民
检察院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刘某犯非
法行医罪，向台儿庄人民法院院提
起公诉。枣庄市台儿庄区人民检察
院指控，被告人刘某在无行医资质
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情况下，在
枣庄市台儿庄区涧头集镇涧头街开
设私人诊所。2014年8月29日上午，
被告人刘某为被害人周某做清宫手
术时造成周某子宫受伤。经法医学
人体损伤程度鉴定，周某身体所受
损伤属重伤二级，构成人体十级伤
残。2014年12月9日，被告人刘某到
公安机关自首。2014年12月5日，被
告人与被害人周某达成赔偿协议并
已履行，被害人表示对被告人的犯
罪行为给予谅解。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刘某在
无行医资质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情况下私设诊所，并造成就诊人人
体损伤，其行为触犯刑法，犯罪事实
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非法行
医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刘某未
取得医师资格从事医疗活动，未取
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开办医疗
机构，并造成就诊人轻度残疾、器官
组织损伤，其行为构成非法行医罪。
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及罪名成立。
被告人刘某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
己的罪行，构成自首，依法可从轻处
罚。被告人同被害人已就民事赔偿
部分达成协议，并取得谅解，可酌情
从轻处罚。遂作出上述判决。

““李李鬼鬼””扮扮交交警警高高速速路路拦拦车车罚罚款款
“执法”不按程序被识破，两男子已被刑拘

吸吸毒毒后后生生幻幻觉觉 持持刀刀威威胁胁““租租友友””
一男子凌晨滋事，民警赶到现场将其控制

取消药品加成

住院药费降7 . 6%

非法行医致人残

获刑一年罚五千

手机响不停，每天接近百个骚扰电话
16日下午，记者在济宁市见

到了郑先生。他给记者看了手机
里对方发来的不堪入目的辱骂信
息以及发布在网页上的信息截
图。“现在一天接近百个骚扰电
话，从白天到夜间，手机响个不
停，我实在无力应付了。”郑先生
满脸愤慨，言辞激烈，称骚扰电话
让自己和家人不堪其扰。

郑先生称，从7月初，他开始
频繁接到莫名打来的电话，有的
一听他是男的，聊几句就会挂掉，
有的直接问“服务”的价格，这让

他摸不着头脑，“后来经朋友提
醒，我才意识到自己的个人信息
可能被人发布到了色情网站上。”
郑先生询问多个来电人，果然，有
人告诉他，是在一个色情服务QQ
群上看到他的联系方式。

郑先生输入那个群号，点开一
看傻了眼，里面全是色情信息和图
片，自己前妻和11岁女儿的照片也
发布在了群里。“我和女儿都接到过
一个男的打来的电话，他承认是他
发布的信息，并在电话、短信中对我
们辱骂和威胁。”郑先生愤怒地说。

“找茬男”浮出水面，此前还破坏他人家庭
把他人的私人信息发布到色

情QQ群上，还打来电话威胁辱骂，
此人到底是谁？郑先生说，他认识
这个人，这个男的30多岁，姓王，家
是德州的，在济南打工。“提到他，
我一肚子气，如果见到他，我非
得……”说着，郑先生难掩愤怒。

郑先生说，这个不断来找茬
的王某还曾破坏了自己的家庭，
自己原本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夫
妻恩爱，女儿聪慧，变故发生在
2013年5月份，“那段时间，我发现
妻子经常在网上与一名男网友聊

天，妻子也坦承了与这个网友的
关系。”

郑先生说，因此夫妻两人经
常吵架、打架，于2013年7月份离
了婚，离婚后，当时9岁的女儿跟
他过。郑先生称，妻子跟他离婚后
就去找男网友了，他查到，这个网
友就是在济南打工的王某。“后
来，我听说前妻和王某在一起生
活了一段时间就分开了。王某找
不到我前妻，认为我前妻又回济
宁和我复合了，这才一次次找
茬。”郑先生说。

女儿手机也收到不堪入目黄色图片
郑先生说，王某不断打来的威

胁电话，以及发布在色情QQ群上
的信息，让他和女儿身心受到了极
大的伤害。“我和女儿手机上经常
接到他发来的辱骂信息以及不堪
入目的黄色图片，女儿受到了惊
吓，晚上都睡不着觉。”郑先生称，
他做苗木生意，手机号花钱做了广
告，怕耽误生意，不敢换号码。

郑先生说，对方电话威胁，拿
两万元才肯删信息。16日下午，根
据郑先生提供的手机号码，记者
联系王某，一个男子接了电话，他
不肯透露自己的身份，但承认自

己姓王，老家在德州，在济南工
作。这名男子称不认识郑先生，也
否认在色情QQ群上发布了他人
信息。

郑先生说，他于7月8日到李
营派出所和任城公安局刑警大队
报案，并把相关证据材料报到李
营派出所。此后，两处民警都建议
他去济南报案。他又电话联系济
南槐荫区腊山派出所报案，腊山
派出所则建议他在济宁当地报
案。16日下午，记者从济宁市任城
区公安分局了解到，已受理了郑
先生的报案，案件正在调查中。

每天接到近百个骚扰电话，从白天到晚上不间
断，起初郑先生还摸不着头脑，后来才得知，原来他
和家人的信息被人发到了一个色情QQ群上。郑先生
称，发信息的是自己前妻的网友，两年前，因为妻子
与这个网友交往，夫妻才离婚。

郑先生称，这个网友在济南打工，不仅发布郑先
生和家人的信息，还经常电话、短信威胁他和女儿，
要2万元才肯删信息。16日下午，记者电话联系到这
名网友，他称不认识郑先生，否认发布信息。目前，济
宁任城区公安分局已受理了郑先生的报案。

本报记者 苏洪印

郑先生手机里存着“找茬男”发来的辱骂短信等证据。
本报记者 李岩松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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