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上电话挂号 遭“李鬼”截道
打“皮研所”电话挂号 看病却是成都九洲医院 同一种药贵四倍

成都商报记者
逯望一 摄影报道

核心
提示

在 百 度 搜在 百 度 搜
索索““四川省皮研四川省皮研
所所”“”“四川省皮四川省皮
肤病性病研究肤病性病研究
所所””以及以及““四川四川
省皮肤病院省皮肤病院”，”，
都会弹出与之都会弹出与之
相关的链接相关的链接，，而而
电话往往与记电话往往与记
者所了解到的者所了解到的
真实电话不符真实电话不符。。

记 者 在 百记 者 在 百
度上点开了一度上点开了一
条名为条名为““四川省四川省
皮肤病性病研皮肤病性病研
究所究所””的链接的链接，，
地址在四道街地址在四道街，，
但电话却是记但电话却是记
者曾拨打过的者曾拨打过的
成都九洲医院成都九洲医院
预约挂号电话预约挂号电话。。

电话有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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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下午6时许，安县花荄镇先林村
7组村民刘某，因患狂犬病不治身亡。
据了解，今年7月中旬，一条流浪狗将刘
某左手大拇指咬出血，刘某未到防疫部
门打狂犬病疫苗。当时，该流浪狗还咬伤
了村里其他4人，但4人均及时注射了疫
苗。27日，成都商报记者从花荄镇政府获
悉，目前，与病人有过接触的60多名亲
友，已陆续到疾控中心注射了狂犬病疫
苗和免疫球蛋白。

目前，镇政府相关部门已着手对村
民养的猫狗进行检疫和免疫，对疑似有
狂犬病的猫狗予以捕杀。

流浪狗连咬5人

刘某的丈夫贾先生称，刘某今年
40多岁，有一天刘某告诉他，一条黑
色流浪狗跑到厨房，刘某见这条狗乖
巧可爱，于是就上前抱它。结果在抱
狗的过程中，左手大拇指外侧被狗咬

了一口，“马上就出了血”。刘某赶紧
将血水挤出来，用白酒处理了一下伤
口，没再当回事。

贾先生叮嘱刘某第二天一早去县疾
控中心打防疫针，但妻子坚持不打针，那
几天贾先生也忙，就没再留意此事。

刘某被狗咬伤的第三天，又听说
那条狗从她家逃走后，当天下午又在
村里先后咬伤4人，但这4个人都在24
小时内及时注射了防疫针。刘某这才
感到有些害怕，但已经错过了打防疫
针的最佳时间。

未打疫苗3个月后发病死亡

10月23日上午，贾先生发现刘某出
现气短、胸闷等症状，当晚，贾先生将妻
子送进安县医院。24日被确定患有狂犬
病后，转至绵阳传染病医院隔离治疗。从
25日早上开始，刘某的狂犬病症状开始
严重，出现了怕风、怕水等症状，大喊大

叫、狂躁不止、嘴角流口水。为了防止刘
某无意识地抓伤自己和别人，亲属不得
不将刘某的手脚捆绑在病床上。25日下
午6时28分，刘某死亡。

“当时她说血已经挤出来了，又是小
狗，没得事，那几天我也比较忙，大意
了。”贾先生现在后悔不已。

60多名亲友注射狂犬病疫苗

花荄镇政府党委副书记陈翔介绍，
镇村目前仍在清理与刘某接触过的人，
动员他们注射狂犬病疫苗。安县花荄镇
卫计办相关负责人说，截至26日下午2
时，已经有60多人注射了狂犬病疫苗和
免疫球蛋白。

同时，政府工作人员和防疫人员还
在寻找流浪狗的去向。当地村民介绍，事
发当天下午，惹祸的流浪狗就已经被村
民打死。26日上午，防疫人员还专门去查
看了狗的尸体。

30余万现金被烧
银行鉴定兑换28.7万

近日，三台一名八旬老人姚婆
婆家中发生火灾，她放在柜子里面
的10年积蓄30多万元现金，被大量
烧毁。26日，姚婆婆委托孙女、孙女
婿到中国人民银行绵阳市中心支行
货币真伪鉴定中心，请求帮助鉴定
受损情况。5名工作人员经过5个小
时的清理、鉴定，出具了《中国人民
银行特殊残缺污损人民币鉴定书》。
当天下午，姚婆婆的孙女在银行兑
换到了28.7万元。

姚婆婆的孙女介绍，前几天，她
接到了婆婆的电话，称家中房屋着
火。回家后，姚婆婆从一个烧毁的柜
子里拿出一袋东西，打开一看，里面
是一堆烧毁的百元大钞。家里居然有
这么多钱，姚婆婆的孙女等人并不知
情。后经过询问，姚婆婆最近10年一
直将自己的养老金、子女给的赡养费
和卖菜所挣的钱都存在家中。

面对烧毁的现金，姚婆婆非常
伤心，家属随后带着受损现金到银
行请求工作人员帮助鉴定受损情
况。但由于残缺货币数额较大且受
损情况严重，银行不能确认兑换的
标准。为了帮助老人在最大程度上
挽回损失，当地银行根据《中国人民
银行残缺污损人民币兑换管理办
法》中的首兑责任制，立即联系到了
中国人民银行绵阳市中心支行请求
帮助鉴定受损情况。

26 日上午 9 时许，姚婆婆的孙
女和银行工作人员一起，带着被烧
毁的纸币来到货币真伪鉴定中心进
行残缺货币鉴定。

中国人民银行绵阳市中心支行
货币金银科副科长杨益介绍，老人
以及家属都不清楚具体有多少现
金，工作人员经过初步查验和估算，
应该有30多万元，这是该行第一次
遇见这么大数额的残缺货币，在绵
阳实属罕见，鉴定兑换的难度很大。
随后，5 名工作人员开始清理、点
算，经过5个小时努力，最终顺利完
成烧毁货币的鉴定工作。

当天下午，老人家属也带着中
国人民银行绵阳市中心支行出示的

《中国人民银行特殊残缺污损人民
币鉴定书》，顺利地在某银行领取到
兑换的人民币28.7万元。

杨益提醒，市民在遇到残缺、污
损钱币时，第一时间要找到银行帮
助鉴定，尽可能减少损失。

成都商报记者 汤小均

赢大奖要搞快
“健康之星”投票
今日中午12时结束

送爸妈贵重的礼物，不如帮他
们晒出健康的风采！今年重阳节，成
都商报四川名医启动了一项特别的

“送健康大礼”计划，7天中有近200
位网友用手机上传了自己或父母长
辈的照片，参加到首届“成都健康之
星”评比活动中。截至昨日下午6点，
所有参赛者已经收到了近30万个网
友点赞，排名第一的人气王——85
岁的“梁奶奶”收获了10964个点赞。
在此四川名医也特别感谢成都市老
年大学和“老创客”的支持。

本次“健康之星”评选活动的网
上投票截止今天中午12时，届时投
票系统将关闭，首届“健康之星”榜
单也将随之诞生，第一名将获得49
英寸小米电视2一台以及由“新生
命·朗博抗衰中心”提供的“细胞养
生”服务，前10名获得由四川喜悦旅
行社提供的西岭雪山重阳登高二日
游（两天一夜，所有费用全包）、“新
生命·朗博抗衰中心”提供的鱼跃
（YUYUE）YE660A电子血压计一
个，前50名还将获得洁牙券、面膜等
三重大奖。 成都商报记者 王欢

患者投诉/
打皮研所电话却去了九洲医院

028-87****99，这个电话是刘筝的朋
友在网上找给她的，说是位于四道街的四
川省皮研所的咨询电话。

10月25日，刘筝拨打了这个电话咨询，
“对方说可以预约挂号，不过就诊的地点是
在位于九里堤北路的成都九洲中西医结合
医院。”“不是说四川省皮研所吗？”接电话
的人告诉她，九洲医院是四川省皮研所的
一个分院，有皮研所的医生过去坐诊。

在电话预约之后，刘筝收到了一条预
约成功的短信。当日下午，刘筝在九洲医
院就诊之后，治疗、化验、检查加上中药、
西药共花了2000多元。刘筝提供的5张费
用单，分别为治疗费660元，中草药费1170
元，西药费440元，化验费107元和检查费
50元，在医院为刘筝开出的440元的西药
中，包括5盒美诺平颗粒和一瓶10毫克的
维生素C。

记者到九洲医院询问后得知，该院一
盒美诺平颗粒为87元，一瓶10毫克维生素C
为5元。而在四道街的四川省皮研所，一瓶
厂家、包装、含量一模一样的维生素C只需
要1.2元。同一种药品，价格相差超过4倍。

刘筝说，她的一位朋友之前在皮研所
看青春痘，只花了1000元左右，她怀疑在
打电话预约挂号时，遇上医托了。

记者调查/
两个网上电话都称是皮研所分院

10月26日，成都商报记者在网上搜索
了刘筝所提供的电话，显示为成都九洲中
西医结合医院，记者随后拨通了电话，“请
问你们和省皮研所是什么关系？”一位自称
是负责挂号咨询的男士说，“皮研所是总
院，这边是协作医院，也就是第二病区。”

“四川省皮研所是公立医院，九洲医
院是私立吧。”记者问。“也是公立医院啊。
主要治疗皮肤病，提前预约可以凭借预约
短信免费看，医生是皮研所过来的一级专
家。”对方如是答复。

随后，成都商报记者又在网上搜索“四

川省皮研所”，其中一条链接中，注明地址为
成都市青羊区四道街12号，电话为86****
03，记者拨通电话后，一位女士称，这是四川
省皮研所的预约挂号电话，“是在四道街的
那家四川省皮研所吗？”“是的。”“四川省皮
研所和成都九洲医院是什么关系？”对方回
答，“是我们的分院，是二病区。”

记者随即问是在四道街的省皮研所
就诊还是在九洲医院就诊，对方称在九洲
医院。“那么哪天的号是在四道街的皮研
所就诊？”对方回答不太确定，因为专家是
轮流坐诊。

昨日凌晨3点半左右，二环路西三
段的成都西区医院120拉回了一位醉酒
男子，酒醒后该男子本该付清治疗费，
结果不但没有付清费用，还反问医生

“又不是我叫你们拉我的。”最终男子悄
悄跑了。而据成都商报记者了解，西区
医院急诊科仅去年1~8月因醉酒欠费的
就高达12例。

醉酒男子酒后耍无赖

昨日，有读者报料称，西区医院急诊
科凌晨收治了一名醉酒男子，男子清醒
后不付清钱不说，还赖在医院。随即，记
者于昨日下午2点半找到了该医院急诊
科工作人员。

据急诊科工作人员称，事发时间是
在昨日3点半左右，当时医院接到110电
话说在一品天下大街有人酒醉不醒，然
后医院派出120出诊。到现场后，出诊人
员从该男子身上闻到一股很大的酒气，
穿了件西服，全身瑟瑟发抖。“当时警察
守在该男子身边，旁边没有其他人。”据
现场警察介绍，他们也是接到群众报警
后赶到现场，守了大约半小时，男子仍然
未醒，担心该男子身体出问题，于是通知
了120出诊。

“我们本着先治疗，后付钱的原则。”
昨日早上七点半，醉酒男子醒了后，从身
上只翻出了150元钱，付了药钱。“还有300
多的其他费用，如出诊费、出车费、治疗费
等都没付。”工作人员说道，当时让他付清

钱，男子称：“又不是我叫你们拉我的，凭
啥要我付。”后继续躺在床上。

急诊科工作人员打电话报警，110经
过询问得知该男子姓高，南部县人，20多
岁，在成都某公司上班。医生问是否能打
电话告知家人或朋友时，男子称电话没
电。至于其他方式付款，男子称没有银行
卡。昨日下午，该男子前往厕所，不久就

“消失不见”。

去年8个月12名“醉鬼”逃费

急诊科负责人称，这种情况不是第
一次发生。随后，该负责人向成都商报记
者出示了一份西区医院2014年1～8月急
诊欠费单，共计28人，其中因醉酒欠费的

达12例。去年全年急诊欠费的共有46人，
所欠金额为2万多元。“大多数醉酒的人
清醒后把钱付清，医治后不付钱的也只
是少数”。该工作人员说，如果急诊逃费
所涉及的金额不是很大，大多就医院自
己承担了。

对于为何西区医院的“酒鬼”逃单比
较多？据该医院工作人员称，“可能是所
处口子的问题。”医院临近一品天下大
街，附近的餐饮店比较多，喝醉酒的人也
较多，该工作人员称，去年全年出诊接
收的醉酒者就有300多个。随后记者在
该工作人员所出示的急诊欠费名单上
看到，醉酒者年龄阶段在40岁-55岁之
间，醉酒后被发现的地方大多在酒店门
口或者路边。 成都商报记者 龚锐

26日下午，在青羊区四道街的
四川省皮肤病性病研究所，成都商
报记者在总咨询台和挂号窗口得
知，该皮研所并没有86****03这个
座机电话，更没有开通电话预约挂
号服务。

随后，记者在金牛区卫生局了
解到，成都九洲中西医结合医院位
于九里堤北路16号，实为一家民营
医院，并不是某某医院分院或第二
病区，“如果是其他医院的分院，那
么是会挂牌的，并且必须要卫生部

门审批。”金牛区卫生局一副局长
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据了解，早在2006年，省皮研
所就与四川省人民医院皮肤科合
并，已由四川省人民医院管理。省
医院方面相关负责人26日致电记
者，称省皮研所和成都九洲中西
医结合医院没有任何关系，“我们
专门问了皮研所所长，证实皮研
所没有与成都九洲中西医结合医
院进行任何合作，也没有专家到
那里坐诊。”

在网上搜出位于成都四道街的四川省皮研所电话，打过去挂号却被告知是到成
都九洲中西医结合医院（下称成都九洲医院）去就诊，“我们是四道街那个皮研所的
分院，属于第二病区。”

10月25日，20岁的刘筝（化名）通过电话预约了成都九洲医院专家号，并以为真
的是四川省皮研所的分院，最后花了2000多元治脸上的青春痘。

成都商报记者调查发现，位于四道街的四川省皮研所（全称四川省皮肤病性病研
究所）与成都九洲医院没有任何关系及合作往来，而同一种药品，成都九洲医院比四川
省皮研所贵了4倍之多。对此，成都九洲医院方面昨日回应，电话预约业务是一家与他
们合作的网络公司在负责，但并未透露该网络公司名称。据记者了解，某些门户网站发
布医疗机构信息，在机构的电话审核上存在着漏洞。

相
关
回
应

省医院、金牛区卫生局：
两家医疗机构无任何关系

一家专门发布医疗机构信息
的网站负责人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任何医院都可以在网站上发布信
息。对于电话信息的审核，该负责
人坦言，一般情况下会去查询这家
医院的官网，看上面的电话是否相

符，或者在百度地图上查看进行参
考，但是也不能保证这些电话到底
是不是真实的。“有些医院上传的
可能是咨询台电话，也有的是办公
室或者某科室的电话，这个我们也
无法去证实。”

在对成都九洲医院的采访
中，对方一位自称是客服部负责
人的女士先称，医院确实与省皮
研所存在合作关系，当记者告知
已向省皮研所和金牛区卫生部门
证实不存在关联，并询问网上预
约电话为什么与医院名字不符
时，该女士又称不太清楚。

昨日下午，成都九洲医院一
位梁姓院长在电话中告诉记者，

成都九洲医院与省皮研所没有什
么业务上的往来。至于记者提到
的关于网上预约电话的问题，该
院长称，“回来之后看一看他们在
网络预约这块过程中，对话方面
存在什么问题。”

该院长随后又告诉记者，医院
和负责预约挂号的是合作单位，

“是一个网络公司。”而关于网络公
司名称，对方称记不太清楚了。

九洲医院：
预约挂号是网络公司在操作

网站：
医疗机构信息审核存漏洞

救治时他酒醉不醒 结费时他清醒着咧

“又不是我叫你们拉我的”

被狗咬伤未打疫苗 3个月后发狂犬病死亡
特特//别别//提提//醒醒

被猫狗咬伤
最好24小时内接种疫苗

安县花荄镇卫生院防疫人员颜
强介绍，狂犬病是一种人畜共患的
中枢神经系统急性传染病。多见于
狗、猫等，人一旦被咬伤感染发病，死
亡率为100%。临床表现为狂躁、恐惧
不安、怕风恐水、流涎和咽肌痉挛。

如果不小心被猫狗咬伤、抓
伤，应马上处理伤口，用手挤出伤
处的血，再用肥皂水、清水反复彻
底冲洗伤口；冲洗后用碘酒或医
用酒精消毒，伤口不宜缝合或包
扎，最好在24小时内到狂犬病免
疫预防门诊。被咬较严重的，还应
注射免疫球蛋白。

成都商报记者 汤小均

西 区 医 院西 区 医 院
急诊科负责人急诊科负责人
向成都商报记向成都商报记
者出示了一份者出示了一份
西区医院西区医院 20142014
年年 11～～88月急诊月急诊
欠费单欠费单，，共计共计2828
人人，，其中因醉酒其中因醉酒
欠费的达欠费的达1212例例。。

账单醒酒？

“精彩的新闻属于现场”

昨日，成都市广播电台党委委员
陈革在成都大学给学子们带来了一
场以“请为我们‘加冕’——好记者好
编辑的生活”为主题的演讲。干好记
者，除了要勤快、有忧患意识，真正精
彩的新闻生活属于爱思考的智者。

陈革说，做一个记者和编辑的过
程，其实就是一段心路历程。而心路
历程离不开自己的生活，而生活就有
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军旅生活、学生
生活等说法，“记者的生活，当然我们
就把它称为‘新闻生活。”他表示，新
闻生活要过得精彩、留下华丽的篇
章，自然就做好了这份职业。

他认为，精彩的新闻生活首先
是属于智者的。这其中就包括坚贞
的人格，强劲的毅力，丰富的学识，
以及对于自己的职业，要有热情和
热爱。同时，要有明敏的头脑，热烈
的心肠和冰霜的操守。精彩的新闻
还是“属于现场控的”，“一定要去接
触新闻，贴近新闻，做新闻的当事
人。换言之，就是“我在现场”。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樊骥君

网上搜索的省皮研所相关页面截图

成都九洲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