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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警方抓377医院号贩子
警方打击整治医疗机构涉序犯罪 截至目前刑事拘留49人 治安拘留328人 持续打击到今年5月底
本报讯 （记者 唐 宁） 今天上
午，记者从北京警方获悉，警方自
2016年12月起， 展开了为期半年
的严厉打击整治医疗机构涉序类
违法犯罪行动。 截至目前，共抓获
相关违法犯罪人员377人，全市医
院周边秩序明显好转。

据北京警方介绍，专项行动开
展以来，全市共抓获医疗机构涉序
类违法犯罪人员377人，49人被刑
事拘留，328人被治安拘留， 全市
医院周边秩序有了明显好转。 据
悉，此次专项打击整治行动将持续
至2017年5月底。

东城：两号贩叫卖协和、同仁专家号被抓
自东城警方开展打击医院
“号贩子”专项行动以来，共治安拘
留19人，2月21日连续抓获两名倒
卖专家号的“号贩子”。
当日14时30分许， 东城民警
巡逻至协和医院对面时， 发现一
名男子在附近一家面馆外四处张
望形迹可疑， 后该男子与一男一
女说了几句话后， 一同进入了面
馆内继续进行交谈， 随后民警对
其进行盘查。
询问过程中， 男子支支吾吾

显得很慌张，后男子被民警带回派
出所。 经询问，该男子承认自己在
面馆外是在叫卖协和医院专家号。
无独有偶，当日15时左右，北
京站派出所民警巡逻至同仁医院
时，在天桥上，发现一名穿黑色上
衣的男子正在叫卖医院专家号，民
警随即上前对该男子进行盘查。
经询问，该男子承认其叫卖医
院专家号的违法事实，被民警带回
派出所做进一步审查。 后二人已
被东城警方行政拘留。

西城：今年以来治安拘留医院周边不法人员57人
西城警方不间断地加大对
“医托、号贩子”的打击整治力度，
随时清理“医托、号贩子”等不法
分子， 治安民警组织医院保卫处
干部及保安在“号贩子”活动的高
峰时间， 对医院挂号大厅及周边
地区公开巡逻控 制 ，2017 年 1 月 1
日以来共治安拘留各类相关不法
人员 57 人。
2016年12月16日，西城分局组

织警力围绕儿童医院、阜外医院、北
大人民医院及协和医院 （西院区），
将以营利为目的拦截他人非法挂
号、 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王某等8
人查获。 后该8人被治安拘留。
12月19日，西城分局组织警力
围绕积水潭医院、北大医院、阜外医
院、人民医院开展集中打击整治，行
动中分别将倒卖医院专家号的杨某
某、朱某某抓获；将在阜外医院门外

以追逐拦截他人的方式招揽房客散
发住宿小广告的李某某等3人抓获；
将在人民医院周边骑电动三轮车占
道揽客拉活的违法人员高某某等2
人抓获。 后7人均被治安拘留。
2017年 2月16日，治安支队组
织属地派出所对宣武医院和积水潭
医院的号贩子开展打击行动， 共抓
获8名号贩子， 通过审查，8人均被
治安拘留。

海淀：打击号贩子抓到在逃人员
为给市民创造良好的挂号环
境， 海淀分局甘家口派出所不断出
击， 集中清理整治辖区医院号贩扰
序问题。
近期，海淀警方清晨设伏抓“号
贩”，抓获一名逃犯、5名“号贩子”。
2月27日清晨6点，派出所民警

前往辖区内某医院抓捕号贩子。
在门诊大厅里，大部分人在认真
排队，也有少数一边左顾右盼，一边
在队伍中游走的闲散人员。 个别人在
看到便衣民警后神情紧张，准备悄悄
溜走，便衣民警从外包抄，先抓准备
逃走的
“
老油条”，再抓队伍里的新手。

经过对可疑人员排查后，6点
40分左右，民警将6名“号贩子”带
回派出所进行审查。 当民警对其中
一名嫌疑人王某进行身份核实时，
发现他竟然是网上在逃人员。 后王
某被海淀看守所羁押， 依法移交甘
肃警方，其他嫌疑人被治安拘留。

大兴老街坊实名举报
警方乔装端两赌点
共查获赌资73万余元 刑事拘留29人
本报 讯（记者 唐 宁）赌博窝点
隐藏在小区地下室，一到傍晚总有
高档轿车频繁进出，大兴老街坊发
觉异常举报。 记者昨晚获悉，大兴

警方一周内成功打掉两个赌博窝
点，查获赌资73万余元，刑事拘留
29人， 治安拘留23人， 批评教育
24人。

两名工
人 将 “受 伤 ”
的工友抬离
演练现场

实名举报地下室藏赌窝
3月7日晚9时许， 清源派出所
接到大兴老街坊报警，称某小区一
地下室内隐藏着一个赌博窝点。
根据实名举报涉赌线索，民警
乔装打扮， 对举报地外围进行侦
查。 民警发现，这是一处位于地下
一层的民房，一到傍晚就有高档轿
车频繁进出。 民警乔装混入内部，
发现一群赌客正在用推筒子比大
小的方式进行赌博， 内部组织严
密，外围还有几人放哨。

初步摸清窝点的大致情况后，
警方决定兵分三路对该赌博窝点
进行合围。
凌晨1点半， 三路民警同时出
动， 外围民警首先将负责放哨的两
名男子控制， 中心处置组直接冲进
赌场内部，在地下室内，只见20多名
参赌人员正围绕在赌桌周围下注。
“
别动！警察！”几名赌客想趁乱
逃脱，但被民警控制。 民警现场起获
赌资13万元，查获参赌人员28人。

空闲大院48人聚众赌博
无 独 有 偶 ，3 月 4 日 凌 晨 2 时
许，礼贤派出所接到村民王大爷实
名举报，称礼贤某村一空闲大院内
有人聚众赌博。 民警迅速赶赴现
场， 一举将现场参与聚众赌博的
48名犯罪嫌疑人当场查获， 现场

起获赌资60万余元。
据大兴警方介绍，2017年 以
来，大兴警方先后抓获涉赌违法犯
罪嫌疑人288人，铲除涉赌窝点37
处，其中刑事拘留30人，治拘177
人，批评教育81人。

城市副中心
工地今演练

起火现场工友受伤 别慌

今天上午，为保证城市副中心
在建工地工程消防及生产安全，在
中建一局北京城市副中心项目部
举行了一场消防演练。 针对施工现
场安全情况，百余人参加了这次逃
生演练。
上午 11 时许， 城市副中心在

建工地上空突然浓烟滚滚，建筑工
人们用毛巾捂着口鼻从正在施工
的建筑、工棚、设备中逃出，几秒钟
的时间工地里空无一人。 随后消防
员及时赶到用灭火器将火扑灭。 同
时，在演练中发现了一名“伤员”躺
在 B2 东南角道口， 救援人员迅速

将伤者抬至救护车展开急救。
在开始现场演练前，现场安全
员给在场的建筑工人们讲解了如
何正确逃生的方法，并传授了消防
器材的使用方法。 同时，救援人员
讲解了发现工友受伤后如何急救。
文并摄 / 黑克

卖血赚到钱升级当血头被拘
赚到1000元后 用QQ群招揽外来务工者卖血

警方在赌点查获赌资

本 报 讯（记者 唐 宁）高价招揽
群众卖血，“卖血人” 升级为“血
头”，继续招人卖血挣提成。
《法制晚报》记者昨日获悉，因
涉嫌非法组织卖血，犯罪嫌疑人张
某、阮某被海淀警方刑事拘留。
2017年2月21日上午， 海淀公
安分局刑侦支队接到群众举报，称
在海淀区红十字血液中心有
“
血头”
在活动，以高价招揽组织群众卖血。
接警后， 侦查员立即开展侦查
工作，并于当日将阮某、张某抓个现
行。经审查，阮某和张某对自己组织
群众卖血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俩人称，2月21日早上10时，
他们一起在牡丹园地铁站接到9个
人，都是来卖血的。 他们将这些人
带到城建大厦底下的餐馆等着，经

过电话联系，阮某的上家“刘哥”送
来了几张献血单子。
随后， 阮某带这些人去血液
中心献血，张某就负责“陪着”剩
下的人。因个人身体因素，最后只
有3个人成功献血。 阮某正要去
找“刘哥”结账拿钱时，就被警方
抓获。
对于为什么要做这个，张某和
阮某给出了不同的回答。
张某交代， 自己和阮某是朋
友，两人住在一起，眼见阮某赚了
钱， 就于2月20日主动提出要一起
干，阮某让他招人卖血，每个人给
他提成50元。
阮某交代，今年2月，他在网上
兼职群看到招人卖血就去了，献完
血后得到了1000元钱。 眼见这个

可以挣钱，就通过卖血上家从“血
人”升级为“血头”，在QQ群发布卖
血信息，在公共场所粘贴小广告招
募卖血人员，然后将“血人”带到马
甸的血液中心附近卖血。 每有一人
成功“献血”，他可以得到700元，给
“血人”600元钱，100元当提成。 根
据血型不同，有时钱会有所浮动。
两人交代，
“
血人” 多为外来务
工人员， 大多是打零工没钱了或者
是未找到工作又不愿从事体力劳动
的人， 看到有偿卖血信息后主动联
系
“
血头”。一次得利后，
“
血人”往往
经由上线拉拢或自愿入伙升级。
目前，阮某、张某两名犯罪嫌
疑人因涉嫌非法组织卖血罪已被
海淀警方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
步审理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