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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查出“癌症”花费60多万元
据株洲市公安局天元分局介绍，2017年10月18日，受害人

马某某在株洲美之源健康美容店老板陈某和广州唯托国际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王某等人引诱下，以免费旅游的名义赴马来西亚
某医院进行免费体检。并接受该医院“专家”赛琳教授会诊，赛
琳教授称其可能患有肺癌、乳腺癌，而且患癌概率达90％，并向
马某某推荐可以预防癌症的治疗方案，最终马某某共花费医药
费62.5万元。

回国后，马某某对自己的病情产生怀疑，便将体验报告带至
株洲市中心医院和湘雅医院找专家进行会诊，专家称其各项指
标正常，无癌症病征，马某某怀疑自己被骗，向株洲市公安局天
元分局报案。公安机关迅速成立了专案组开展侦办工作。

据办案民警介绍，专案组以犯罪嫌疑人王某为切入点展开
追踪，发现了以广州唯托国际总经理胡某为首，在全国利用海外
就医虚构病情实施诈骗的犯罪集团。2018 年 5 月 4 日，主犯胡
某向警方投案自首。

记者了解到，目前，本案犯罪嫌疑人胡某、柳某某、王某、刘
某某、陈某已到案。本案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11人，逮捕32人，
扣押涉案公司赃款 1600万元、冻结 782万元。通过专案组初步
核实，2016年1月至2017年10月期间的受害人达1731人。

海外就医乱象多
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海外医疗旅游中介公司、海外就医

咨询机构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一些中介公司经过精心组
织、策划，以海外就医为幌子，手段高度隐秘。

——首先，“黑中介”诈骗多，手段翻新。“海外就医选 AAA
级海外合作医院某某某国际服务机构”“去美国看病，某某机构，
唯一官方认证”……记者在网上查询发现，海外就医信息繁多，
真假难辨。

业内人士指出，一些海外就医中介机构提供虚假信息、夸大
宣传、欺骗消费者、价格畸高、甚至伪造患者病历。这些黑中介
将患者带到国外没有任何资质的“治疗中心”“知名医院”接受

“检查”和“治疗”，骗取患者钱财。
民警透露，目前海外就医诈骗呈现公司化运营的趋势。一

些中介公司组织结构严密，设有外联部、医疗部、财务部、企宣部
等部门。诈骗分子往往将有经济实力、注重身体保养、文化水平
低、不懂英语的人群作为重点诈骗对象。

——其次，推出“医疗＋旅游”套餐，服务费畸高。国内一家
医疗服务咨询公司负责人李先生告诉记者，一些公司为了收取
高价，往往打包一堆客户不需要的服务，要求客户选择“医疗＋
旅游套餐”，并报给消费者一个畸高的整体服务费。例如赴美国
治疗肿瘤，专家会诊、接受检查、药品费用等加起来要 60 多万
元，再加上中介服务费、生活费、住宿费等共计需要近百万元。

——第三，利用病人“病急乱投医”的心理，瞄准肿瘤患者。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门诊部负责人李异说，在海外就医的群体
中，癌症患者人数较多。一些肿瘤病人将希望寄托在海外就医
上，认为国外的医疗技术和新药也许能带来生机。而一些黑中
介利用患者及家属病急乱投医的心理，夸大国外治疗肿瘤的疗
效，给患者不切实际的治疗预期。

知情人士透露，一些中介公司运营微信公众号推荐“国外的
先进疗法和新药”，忽悠患者到海外就医，而当患者交了中介费
后，有的中介把患者骗到国外，随便约个医生，到最后患者病没
看好，钱包却空了。

风险大 无保障 维权难
——海外就医乱象透视

湖南省株洲市近期破获一起利用海外
就医虚构病情实施诈骗的案件。经初步核
实，该案涉及全国 26个省份，受害人 1700
多人。这起案件折射了海外就医乱象。

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一些人不惜重
金到海外接受医疗服务，但由于行业不规
范、制度不健全等原因，患者海外就医面临
风险大、无保障、维权难等诸多问题。

风险大、维权难，亟待加强监管
“国内医疗旅游中介公司收取的海外就医中介费包括病历

翻译、海外挂号、医疗行程制定、治疗方案翻译费用等，报价高
昂，有的甚至高达上百万元。价格高昂的海外就医不一定能换
来更好的治疗效果，患者不要盲目跟风，要结合自身情况理性
对待。”李异说。

业内人士指出，按照正规程序，患者到海外就医需要由医
疗中介机构代表游客与国外医疗机构签订协议才能实现，在现
实中，一些中介公司没有与国外医疗机构签订任何协议，一旦
出现问题或事故，消费者将面临正当权益无法保障的问题。

湖南省卫计委医政处副处长李世忠认为，由于医疗行为的
发生地和患者居住地分属不同国家，各国法律体系存在差异，
一旦国外医疗机构在医疗过程中出现意外，患者将面临取证
难、维权难的问题。

专家建议，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旅游管理部门应加强对海
外就医、海外就医旅游方面的监管。针对境外医疗旅游市场，
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厘清旅行社、中间代理、患者三方在医疗
旅游过程中的权利义务关系，并规范签证代理、医疗诊治、术后
随访以及纠纷处理等相关环节，加强境内代理机构的监管，促
进行业健康发展。 （新华社长沙6月12日电）

“套 餐”
新华社发

朝美领导人首次会晤在新加坡举行
签署联合声明 确定半岛无核和平目标

外交部12日就朝美领导人会晤发
表声明，对会晤取得的成果表示欢迎
和支持。声明全文如下：

朝美领导人会晤顺利举行并取
得了积极成果。这是推动朝鲜半岛
无核化和政治解决进程取得的重要
进展。我们对朝美两国领导人作出
的政治决断表示高度赞赏，对会晤取
得的成果表示欢迎和支持，对有关各
方为推动会晤取得成功所作努力予
以积极评价。

实现半岛无核化，结束持续六十多
年的敌视与对立，谋求半岛和地区的持
久和平与繁荣，符合时代发展潮流，也
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呼声。此次朝美领

导人会晤及其取得的成果，是向着上述
目标迈出的正确而重要的步伐。

中方坚持实现半岛无核化，坚持
维护半岛和平与稳定，坚持通过对话
协商解决问题，为此作出了不懈努
力。一段时间以来，半岛形势出现的
重大积极变化，特别是朝美领导人会
晤取得的成果，符合中方期待。我们
希望并支持朝美双方落实好两国领导
人达成的共识，推进后续协商，进一步
巩固和扩大成果，使政治解决半岛问
题成为可持续、不可逆的进程。

中方作为半岛近邻和重要一方，
愿同有关各方一道，继续致力于实现
半岛无核化和建立半岛和平机制。

外交部就朝美领导人会晤发表声明

◀6月 12日，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左三）
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右三）在新加坡举行会晤。

▲6月 12日，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
恩（左）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新加坡举
行会晤。

6月12日上午，新加坡圣淘沙岛上
的嘉佩乐酒店外廊连接处，红毯铺就。
9时刚过，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
恩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时出现在长廊
两端，相向而行。特朗普率先伸出右
手，与金正恩的手握在一起。十秒的握
手，在多国记者的快门声中定格。

这是长期处于敌对状态的朝美两
国在任领导人的第一次握手。在全球
关注的目光中，两国迈出了政治解决
朝鲜半岛问题的重要一步。

朝美领导人会晤前夕，朝中社说，
改变的时代，需要建立崭新的朝美关
系、构建半岛持久和平机制、实现半岛
无核化。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11 日表
示，此次朝美领导人会晤是“真正的和
平任务”。

在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看来，此次
会晤重要之处在于让局势发展步入新
轨，这有助于地区安全与稳定。

朝鲜战争后，朝美双方一直处于
军事对峙状态。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双方的矛盾围绕半岛核问题持续激
化，半岛局势时常剑拔弩张。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朝美领导人直
接对话，有助于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的
政治解决进程。今年以来，中朝、朝韩、
韩美领导人分别举行会晤，在各相关方
的努力下，朝美领导人会晤成为可能。

即便如此，会晤仍一度取消。金
正恩和特朗普 10 日先后抵达新加坡，
双方工作组 11 日还在进行最后的磋
商。尽管两位领导人在分别会见李显
龙时均表达了对会晤的期待，尽管他
们分别下榻的酒店相距只有几百米，
但直到12日金正恩和特朗普的手握在
一起，人们才相信这一历史时刻成真。

落座会场内，特朗普说，初次见面
感觉“非常好”，“我们会有很棒的关
系，我对此毫无疑问”。

听到这句话，金正恩脸上露出笑
容。他说，双方走到这一步不容易，之
前有许多束缚和障碍，“但我们克服了
束缚和障碍，来到这里”。

“的确如此。”特朗普说，并再次和
金正恩握手。

外界期望，朝美领导人会晤能够
开启对话推进政治解决朝鲜半岛问题
以及半岛无核化的新进程。本次会晤
是迈向这一目标的重要一步，但也只
是一步。

圣淘沙，在马来语中有和平安宁之
意。圣淘沙岛上，朝美领导人实现了历
史性会晤，但要实现朝鲜半岛的和平安
宁，双方仍需继续相
向而行，通过言行释
放诚意、建立信任
和落实共识。

和平，相向而行

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与美
国总统特朗普 12 日在新加坡圣淘沙岛举
行首次会晤。双方签署联合声明，就朝美
关系、朝鲜半岛和平机制及半岛无核化等
问题作出承诺。

分析人士指出，朝美首次领导人会晤
取得了积极成果，为双方逐步建立互信奠
定了良好基础。真正实现半岛持久和平，
需要双方抓住契机，继续相向而行，坚持
通过对话化解分歧。而这一目标注定不
会一蹴而就。

指明努力方向
金正恩和特朗普当天在经过将近5个

小时的会晤后，签署了联合声明。双方宣
布，将努力建立新的朝美关系，构建朝鲜半
岛持久稳固的和平机制。朝方重申对半岛
完全无核化的承诺。为推进落实会晤成

果，朝美承诺后续将举行高级别谈判。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 12 日在北

京对记者表示，朝美相互对立甚至敌对半
个多世纪，今天，两国的最高领导人能够
坐在一起，进行平等对话，这本身就具有
重大和积极的意义，就是在创造新的历
史。中方对此当然欢迎和支持，因为这是
中方一直期待和努力的目标。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刁大明认为，此次会晤的重要性在于，双
方领导人在方向上形成共识，彼此确认了
和平解决半岛问题的诚意和决心，为未来
进一步展开各层次具体沟通与互动提供
了基础。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
王生认为，朝美在此次会晤中达成共识，
打开了朝鲜半岛的“和平之窗”，为朝鲜半
岛实现无核化与和平发展提供了契机。

如果双方沿着当前的道路继续走下去，半
岛紧张局势将得到有效缓和，这也将给整
个东北亚地区局势带来积极影响。

仍需相向而行
朝美联合声明为解决半岛核问题确

定了一个积极的总体框架，但其中没有详
细阐释如何建立半岛和平机制与实现无
核化的具体路径。下一步，通过对话解决
这些具体问题，确保声明内容得到有效落
实，将成为包括朝美在内所有朝核问题相
关方的重要任务。

分析人士指出，美方此前曾要求朝鲜
在短期内彻底弃核，但从此次会晤成果
看，其态度在向更加务实的方向转变，认
识到半岛无核化不可能一蹴而就。这为
双方进一步对话创造了条件，但也不能因
此过于乐观，因为朝美目前在一些具体问

题上仍存在明显分歧。
例如，美方要求朝方“完全、可验证、

不可逆”地弃核，然后美方再解除对朝制
裁；朝方则主张半岛以“阶段性、同步措
施”方式实现无核化。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
永年认为，从此次朝美领导人会晤来看，
双方都很务实，都有所妥协，这对双方来
说是很好的开端。解决朝鲜半岛问题是
一个长期的过程，半个世纪的争议不可能
在几个小时之内解决。无核化是一个分
阶段的过程，要有一阶段、二阶段、三阶段
这样的过程。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
副研究员王俊生指出，为确保实现半岛无
核化目标，朝美双方及国际社会都应珍惜
今年以来半岛局势难得的缓和趋势，相向
而行，共同推动半岛无核化和政治解决进
程可持续走下去。

朝美领导人狮城首会

半 岛 和 平 还 有 多 远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与朝鲜最高领
导人金正恩 12 日上午在新加坡握手，开始
会晤。

这是朝鲜最高领导人与美国在任总统首
次会晤。

握手·笑容
当天上午 8 时过后，特朗普乘车离开下

榻的香格里拉酒店，十多分钟后抵达会晤地
点圣淘沙岛嘉佩乐酒店。大约 8时 30分，金
正恩一行从瑞吉酒店抵达。

8时53分，金正恩抵达会晤场所，身穿黑
色套装。特朗普稍后出现，穿深色西装、白衬
衫，系标志性红领带。

按照美国白宫发布的日程，两名领导人
原定 9 时见面。见面地点位于两座小楼之
间，铺着红地毯。

9 时 04 分左右，金正恩和特朗普相向而
行，几乎同时踏上红地毯，向对方伸出手，在
朝美两国国旗前握手、合影，简单互致问候。

韩联社报道，两人握手大约10秒钟。
从握手到寒暄，特朗普和金正恩各自拍

了拍对方的胳膊，一起沿走廊走向会晤场所。
进入会场前，两人并列而坐，再次握手，

露出笑容。

“不错”·“不容易”
会谈开始前，特朗普和金正恩分别简短

讲话。
特朗普说，他感觉“真不错”，“我们将作

了不起的讨论，建立非常棒的关系”。他认为
会晤将取得“巨大成功”。

金正恩表示“来这里不容易”。他说：“拖
后腿的过往和错误做法有时蒙蔽我们的视
听，但我们克服一切，来到了这里。”

美方参加会谈的包括国务卿迈克·蓬佩
奥、白宫办公厅主任约翰·凯利、总统国家安
全事务助理约翰·博尔顿。

陪同金正恩参加会谈的朝方高级官员为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兼统一战线
部长金英哲、副委员长兼国际部长李洙墉、外
务相李勇浩。

见面5小时
特朗普与金正恩而后举行只有翻译在场

的一对一会谈。一对一会谈持续大约 40 分
钟，美朝双方官员后续举行扩大会谈，将近 1
个小时后共进工作午餐。

特朗普和金正恩饭后漫步闲谈。特朗普
告诉媒体记者，他和金正恩会签署一份文件，
但没有具体说明或解释文件内容。

不久，特朗普和金正恩进入为签字准备
的房间。特朗普与金正恩握手，两人分别签
署文件。按照特朗普的说法，这是一份“非
常重要、非常全面的文件”。特朗普称，美国
与朝鲜以及整个朝鲜半岛的关系将发生重
大改变。

特朗普说，他期待将来“多次”与金正恩
会晤。被问及是否会邀请金正恩访问白宫，
特朗普回答：“绝对会。”

金正恩称这次会晤为“历史性会晤”，双
方决定“抛开过去”。

与“抛开过去”相关，特朗普承诺向朝鲜
提供安全保证，金正恩重申致力于朝鲜半岛
完全无核化。

签字2页纸
见面、会谈、签字，各个环节开始阶段都

向媒体记者开放。
多家媒体报道，签字结束后的展示阶

段，摄影记者摄取特朗普和金正恩所签文件
的内容。

文件两页纸，篇幅不足两页，以“联合声
明”为标题。

声明写道，特朗普和金正恩约定以下四
点：美国和朝鲜承诺建设新关系；创建朝鲜半
岛持久稳定的和平机制；朝鲜重申《板门店宣
言》，致力于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美朝搜寻
战俘和作战失踪人员遗骸，朝方送还已确认
的遗骸。

今年 4 月 27 日，金正恩和韩国总统文在
寅在板门店韩方一侧“和平之家”举行首次会
晤并签署《板门店宣言》，宣布双方将为实现
朝鲜半岛无核化和停和机制转换而努力。

与特朗普会晤结束后，金正恩于当地时
间下午2时左右乘车离开酒店。

飞离新加坡前，特朗普下午 4 时过后举
行记者会，介绍与金正恩会晤情况。

特 写

（文图均为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