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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2日，保险公司回复成都商
报-红星新闻记者表示，“首次发病
并经医院确诊”为保险合同中的固
定条款，公司将严格按照合同执行。

客户在合同生效90天内3次住
院，有多个诊断，具体描述各不相
同，属特殊案件，出现争议。

3月21日投保人提供2份新的
医院病情证明，表达理赔诉求异
议，公司已受理，目前根据新的材
料正在重新审核评估中，后续会按
合同约定妥善处理。

对于合同生效90天内3次住院
记录，谢先生表示，2018年11月18

日，也就是在投保后4天，因小哲有
湿疹，家人带他到过医院做过系列
检查和治疗，确诊为免疫性血小板
减少症，先后确有住院治疗记录，
但该疾病不在重疾险保障范畴中。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于
遵素 受访者供图

日赌博流水6600余万元

攀枝花警方破获
特大网络赌博案

注册账号700余万个，日接收赌客
充值资金2200余万元，日赌博流水
6600余万元，日“抽水”盈利170余万元
……昨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从四川省攀枝花公安局获悉，近日，在

“迎庆一号”专项行动中，成功破获一
起公安部挂牌督办的“晏某某、刘某等
人开设赌场案”，抓获犯罪嫌疑人11
人，冻结涉案资金2000余万元。

日前，攀枝花市盐边县公安局网
安大队民警在侦办一起赌博案时，发
现“某某娱乐”为一个服务器跨境跳转
的特大网络赌博平台，覆盖全国各省
区。主要赌博方式为炸金花、牛牛、时
时彩、斗地主等，平台具备实时提现功
能，平台内金币与人民币兑换比例为
1：1。

据警方介绍，自2017年运营至今，
注册账号700余万个，日接收赌客充值
资金2200余万元，日赌博流水6600余
万元，日“抽水”盈利170余万元。涉案
资金巨大，涉案人员较多。盐边县局遂
将案情及时向攀枝花市公安局报告。
攀枝花市公安局高度重视，成立专案
指挥部及专案组，开展案件侦办工作。

在专案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从
全市抽调240余名警力，分赴厦门、福
州、漳州、衢州、深圳、成都、北京、天津
等地开展收网行动。收网行动共冻结
银行账户513个，冻结涉案资金2000余
万元，成功抓获9名犯罪嫌疑人，查扣
涉案车辆3辆，扣押涉案电脑4台、手机
17部、平板电脑2台，同时查获为该赌
博平台提供资金充值通道的网络支付
公司2家。

据警方介绍，经梳理该案重要参
赌人员及走资卡开户人员，涉及全国
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498人，其中
赌客325人，走资卡开户人163人，涉案
金额达2200余万元。鉴于该案案情重
大，涉及团伙成员众多，社会影响恶
劣，被公安部列为挂牌督办案件。

“该案是典型的利用网络棋牌游
戏APP进行网络赌博犯罪活动的特
大网络案件，犯罪过程大多在网络进
行，参赌人数众多，分布地域遍布全
国各地，主要犯罪集团藏匿于国外
（菲律宾），网站服务器架设在中国香
港，资金数额巨大，侦查、取证难度
大。”民警说。

目前，涉案的客服人员、资金下行
服务人员、部分代理人员已移送起诉，
案件在进一步办理中。
付婕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江龙

保险公司：客户在合同生效90天内3次住院，
有多个诊断，属特殊案件，正重新审核评估

检查时间在“等待期”内
确诊时间在“等待期”外
百万重疾险被拒赔

投保时间：2018年11月14日
保单生效：2018年11月14日19：19
保额：主险120万，附加长险120万
等待期：90天，即从2018年11月14日到2019年2月12日

2月15日，市民谢先生拿到了小儿子小哲（化名）的骨髓穿刺等检查结果，基本确诊为急性髓系白血病。
谢先生想起，自己曾给儿子买过重疾险，于是向保险公司提出理赔。谢先生却被告知，因小哲做检查

的时间在“90天等待期”内，不能理赔，只能做退费处理。
22日，保险公司回复表示，客户在合同生效90天内3次住院，有多个诊断，具体描述各不相同，属特

殊案件，正在重新审核评估中，后续会按合同约定妥善处理。

2月11日，孩子做腰椎穿刺和骨髓穿刺
2月14日，院内检查报告显示“骨髓象考虑AML（急性髓
细胞白血病）”
2月15日，外送检验结果显示“AML—m7？（不确定）”
2月21日，医院诊断为“急性髓系细胞白血病（m7）”

一份保单

病情确诊

保险公司：小哲的检查时间是2月11日，这是保单生效
后的第89天，尚在等待期内，根据保险合同不能理赔

投保客户：小哲确诊时间应该是报告出具的时间（2月
15日），而不是抽取样本做检查的时间（2月11日）

“等待期”争议

谢先生告诉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2018年11月14日，小儿子
小哲还不到1岁时，妻子高女士就
为他购买了某保险公司的保险项
目，其中投保主险“爱满分”的基本
保额为120万，附加长险“爱满分重
疾”的基本保额120万，两项保险费
共计1.08万元。合同生效时间为
2018年11月14日19：19。

2月5日，小哲因反复发烧被送到
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检查治疗。
谢先生说，2月11日，医生建议给孩子

做进一步检查，做腰椎穿刺和骨髓穿
刺，2月12日，因抽取样本不理想，医
生再次做骨髓穿刺，样本分别在院内
检验和送往北京机构检验。

2月14日谢先生一家拿到了院
内的检查报告，结果显示“骨髓象考
虑AML（急性髓细胞白血病）”，2月
15 日 ，外 送 的 检 验 结 果 也 显 示

“AML—m7？（不确定）”，医院继续
为小哲做了免疫分型、染色体等项
目的检查，综合判断。2月21日，医院
出具的住院病情诊断证明显示，诊

断为“急性髓系细胞白血病（m7），
脓毒症”。

谢先生说，根据2月15日的各
项检查，医生基本能判定小哲患的
是白血病，夫妻俩这才想起，曾经
给小哲买过重疾险，白血病符合所
保障的80种重大疾病中的第一类，

“与恶性肿瘤相关的疾病”，随即联
系保险公司办理理赔。

但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回复表示，
小哲的情况属于在“等待期”内确诊，
不能理赔，只能终止，退还保费。

给儿子买了重疾险
儿子确诊白血病却被拒赔意外

谢先生表示，保险公司理赔的
工作人员解释，根据小哲的确诊时
间倒推，15日医院出具了相关检查
结果，小哲的检查时间是2月11日，
而2月11日，恰好是保单生效后的
第89天，尚在等待期内，因此根据
保险合同，不能理赔，只能做退保
处理。

3月20日，保险公司以该保单
情况“属于《爱满分重疾》合同中约
定的‘等待期’期间内的保险事
故”，作出保单终止处理，将保险费

退还到了谢先生一家交费的银行
卡中。

谢先生说，自己坚决不认同这
样的解释和保险公司单方面解除
合同的行为，因为保单中，关于等
待期的解释为：“从本附加险合同
生效（或最后复效）之日起90日内，
被保险人首次发病并经医院确诊
为本附加险合同约定的“重大疾
病”或“特定轻度重疾”，我们（保险
公司）不承担保险责任，将退还您
所支付的本附加险合同的保险费，

本附加险合同终止。主险合同同时
终止，退还您所支付的主险合同保
险费。这90日的时间成为等待期。”

关于“首次发病并经医院确
诊”，谢先生认为，确诊时间应该是
报告出具的时间，而不是抽取样本
做检查的时间，根据小哲的检查报
告，这个时间为2月15日，已经超过
了90天“等待期”。

3月21日，在收到保险公司的
纸质《理赔决定通知书》后，谢先生
和妻子到保险公司提出了申诉。

“首次发病并经确诊”
按检查的时间还是报告出具时间算疑惑

特殊案件 正重新审核评估
保险公司回复保险公司回复

过户后才发现 中介费30%

3月20日，朱先生为爱车“吉普
牧马人”拍了几张照片，挂在58同
城上找买家，标价26万。这辆车他
买成40多万，入手4年多，跑了10万
公里。当天就有人找上门，朱先生
说，“是一家叫‘车激励’的中介公
司，下午就过来看了车。”

21日，中介带着买家杨先生前来
签合同，合同有三份，签完杨先生直
接转了2万订金给朱先生。“想着三份
合同都一样，我只看了其中一份便全
部了签名，那份合同上没写我要支付
中介费。”签完合同朱先生也没有留
下一份：“中介说要带回去盖章。”

23日到龙潭寺机动车检测站
过户时，朱先生才发现问题：“23日
上午，买家又打了12万给我，还有
12万尾款没打，中介说要走流程，
我便在当地报了警。”朱先生称，此
时他拒绝过户，但让他没想到的
是，车却顺利过户给了买家，他全

程没签一个字：“我怀疑是中介伪
造委托书。”中介最后送来的合同
上写着，“服务费按车辆价款的百
分之三十计算”，朱先生质问工作
人员为什么突然多了这么高的中
介费：“工作人员说，他只是来送合
同的，其他的不知道。”

当天下午在龙潭寺派出所，朱
先生向警方讲述了遭遇并做笔录
登记，当时中介的人在场，警方介
入调查。

不止一例 多人受骗

朱先生确信，自己受骗了。他在
汽车论坛上也发现在成都与自己遭
遇类似的人，有11.7万卖二手大众
甲壳虫的王女士，12.8万元卖雷克
萨斯CT200h的廖先生。现在三人拉
了个微信群，准备共同维权。

王女士和廖先生告诉记者，他
们都被收取了30%的中介费，期间
他们询问过中介“是否需要支付中

介费”，被告知“所有费用（中介费、
过户费、上牌费）由买家支付，只字
未提会扣除30%的中介费（服务
费）。”二人还告诉记者，当时出面
的中介工作人员都叫“牟某”、“李
某某”，巧合的是，买家都叫“魏某
某”，怀疑是同一拨人。

王女士介绍，在成都市公安局
经济犯罪侦查处，她与牟某协商
时，牟某得知廖先生也将赶来协商
后，“主动当场用支付宝先转账
25000元到我账户，口头承诺会将
余下的5000元转给我，签了欠条，
还央求我结束协商。”

而廖先生准备与牟某、李某某
协商时，两人电话均为关机状态。
廖先生说，期间魏某某多次电话威
胁他，要上门滋事。朱先生向记者
提供了“车激励”工作人员的手机
号码，电话接通后，该人士告诉记
者，他不知道“车激励”这家公司，
也不知道朱先生是谁。

记者注意到，中介提供给三位

卖家的合同，内容几乎完全一致，
只是公司名字有所不同。朱先生的
合同上写着“成都车激励二手车经
纪服务有限公司”，王女士和廖先
生的合同上则是“四川风行者二手
车经纪服务有限公司”。

中介注册地址
与实际经营地址不符

通过国家企业信息公示系统，
记者查询了“车激励”的注册地址，
为成都市郫都区郫筒镇蜀信东路
20号1层。24日下午，记者与朱先生
一同前往，却发现该地址是一家

“布艺壁纸生活馆”。“遇到你这情
况的人，找上门的都两三拨了。”该
布艺壁纸生活馆老板王先生对朱
先生说，这件事一定程度上也影响
了他的正常经营。

成都12345市长公开电话热线
人员告诉记者，会将该企业地址异
常情况反映到相关部门处理。

26万卖二手牧马人，被收7.8万中介费
卖家：合同上有猫腻！

二手车挂在网上卖，以为中间商不会赚差价，在成都工作的朱先生却遭遇天价中介费。
“开了4年的牧马人，卖26万，过户后才发现，中介扣去7.8万中介费。”朱先生怀疑，中介提供的三份合同上有猫腻，而自己只看了

其中一份：“我看的那份没写有中介费（服务费），就都签了。”而中介最后送来的合同上，写着“服务费按车辆价款的百分之三十计算”。
记者了解到，龙潭寺派出所已经介入调查。类似事件已经在成都接二连三发生，多名卖家提供给记者的合同中，除了中介公司不

同，内容和遭遇几乎如出一辙。
对于该事件中涉及的法律问题，

北京君泽君（成都）律师事务所陈小
虎律师认为，如果三份合同不一致，
中介方故意隐瞒了其他两份合同的
条款，那就造成了重大误解，作为卖
家来说就没有和中介达成其30%的中
介费合意，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卖家
可以请求撤销该合同。如达不成一
致，可以起诉。30%的中介费本身不违
法，只要双方真实意思达成一致。而
中介公司注册地和实际经营地不一
致，已经违法，工商部门可以予以行
政处罚。如果中介公司没有经过卖家
的同意就过户，已经构成侵权，同时
也涉嫌诈骗。

四川有同律师事务所张柄尧律师
认为，如果有证据能够证实，确实存在
三份不一样的合同，卖家则存在受欺诈
情形，该合同属可撤销合同。26万卖车，
中介费7.8万，确实有违现实交易习惯。
根据《民法总则》有关公平原则等要求，
民事活动中，各方权利、义务应当是合
理的。“天价中介费”确实有违公平原
则。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拓

律师说法律师说法

如没经过卖家同意就过户
涉嫌诈骗

中国制定
单基因遗传性心血管
疾病基因诊断指南

由专家历时一年半、多次修改制
定的《单基因遗传性心血管疾病基因
诊断指南》24日在《中华心血管病》杂
志发表，标志着心血管疾病诊疗向精
准化、个体化方向迈出坚实一步。

《指南》由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
分会精准心血管病学学组、中国医疗
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精准心血管病分
会组织专家制定。

单基因遗传性心血管疾病是指由
单基因突变导致并符合孟德尔遗传规
律的心血管疾病，数量达百余种。很多
这类疾病临床表现高危，导致猝死和
心衰，在我国发病人群总数庞大，且呈
现家族聚集的特点。

近年来，随着基因组学、蛋白质组
学等技术的发展，人类进入精准医学
时代。基因诊断在单基因遗传性心血
管疾病的诊断、危险评估、防治以及选
择性生育方面的作用日益重要，但国
内外皆缺少针对性、综合性的指南。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惠汝太、
宋雷团队在单基因遗传性心血管疾病
方面连续20年进行研究，积累了大量数
据和案例。由惠汝太教授、宋雷教授牵
头制定的《指南》针对临床相对常见、致
病基因明确的单基因遗传性心血管疾
病，从致病基因、检测基因、适用人群、
临床应用等方面进行了规范。

纳入《指南》的单基因遗传性心血
管疾病，包括肥厚型心肌病、扩张型心
肌病、代谢性心肌病等心肌病，长QT
综合征、Brugada综合征等心脏离子通
道病，以及遗传性主动脉疾病、家族性
高胆固醇血症等。

“目前心血管医生对基因诊断的
作用及适用范围普遍认识不足。”宋雷
说，“《指南》的制定，将有助于促进基
因检测在单基因遗传性心血管疾病临
床诊治中的合理规范使用，提升此类
疾病的临床诊治水平。” 据新华社

谢先生提供的“理赔决定通知书”显示，保险公司拒赔理由是，“等待
期”内出现保险事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