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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河南销售总额为498214元，
中奖总金额为291779元。

每注金额
5407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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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16027期
中奖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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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风采”２２选５开奖公告

中奖注数
4注

236注
5034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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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注

单注金额
1040元
346元
173元

奖等
单选
组选三
组选六

本期我省 3D 及附加玩法销售总额为
1453986元。

中奖注数
340注

0注
686注

福彩“３D”河南开奖公告2016027期
中奖号码：280

本期全国销售额“排列3”、“排列5”分别为14576990元
和9300586元。

“排列3”、“排列5”第16027期开奖公告
玩法 中奖号码 全国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

排列3
直选
组选3
组选6

6235注
0注

11307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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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元

10万元排列5 51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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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销售超级大乐透开奖公告

奖 级
一等奖

一等奖（追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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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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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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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注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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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012期
中奖号码：05 07 11 23 28 03 12

本期投注总额为 174347733元,2304563180.75元奖金
滚入下期奖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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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七乐彩”开奖公告

一等奖（7＋0）
二等奖（6＋1）
三等奖（6＋0）
四等奖（5＋1）
五等奖（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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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等奖（4＋0）

中奖结果

中奖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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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本省销售总额为231422元,本省中
奖总金额为75189元。

全国
中奖注数

1注
8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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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2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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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67注

新华社北京电 近日，一段“女孩
痛斥号贩子”的视频引发舆论热议。
视频里，一女士在医院怒斥“黄牛”将
300元的挂号费炒到4500元，称医院
人员与“黄牛”里应外合，害得她从外
地赶来排了一天队都没有挂到号。随
后，当事医院声明否认有内外勾结现
象,经院方初步调查，无保安参与倒
号。

26日，记者兵分三路来到视频中
事件发生地——北京市广安门医院以
及北京市另外两家著名三甲医院，亲
身体验发现，一些医院号贩子仍顶风
作案，号称“北京三甲医院专家号都
能买到”，甚至有保安能提供号贩子
的电话。

300元的挂号费被炒到4500元！

26日上午十点左右，北京大学第一
医院妇产儿童医院挂号大厅，前来就诊
的人数众多，大厅显示屏显示专家号大
多“已满”或“停诊”。据了解，儿科一位
专家一周出诊两天，一天可以接五个号，
提前预约也很难挂上，可谓“一号难求”。

于是记者向门口的一位安保人员咨
询有没有其他途径可以迅速拿到专家号，
该人员说：“我给你一个联系方式，挂号找
他就行了。”随后将记者带进门口的小屋
里，拿出一个纸条，上面写着号贩子的联
系方式，“找他挂一个专家号500元。”

随后，记者又找到一个执勤的安保
人员，他告诉记者，普通号随便挂，但专

家号得提前预约，现在根本挂不到，让我
们留下联系方式，并表示稍后会有人联
系我们。最后还嘱咐了一句：“我可什么
都没有说，你们不要外传。”当记者询问
医院为什么不对号贩子加以管理时，他
表示：“号贩子是按照正常渠道挂的号，
我们也管不着。”

中午，执勤人员介绍的号贩子打来
电话称：“想要谁的号，只要医生出诊就
可以搞到。”记者指定了一位儿科神经内
科专家周五上午的特需号，该号贩子说
只要有孩子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再给他
300元，当天就能挂上号。当记者问到
手中大量号源从何而来时，号贩子说：

“这是我吃饭的家伙，怎么能告诉你。”经
过再三追问，号贩子终于吐口：“你们挂
不到是因为不知道放号的程序，医院有
些专家号提前三个月就能挂。”

记者在医院官网证实，电话、网络、
窗口及诊间预约周期为3个月。至于怎
么避开实名制预约的规定，让提前预约
的票转到买家名下，号贩子闭口不答。

记者走访多家医院发现，医院虽已
使用多种方法缓解“挂号难”的困境，但
医院专家号仍难挂到，有的热门专家几
周内的号都已被挂满。尽管相关部门也
不断推出打击号贩子的举措，北京多家
医院“号贩子”依然在“顶风作案”。

“专家号、专家号要不……”26日上
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外，号贩子在路边招揽着“生意”。

记者来到北京同仁医院挂号大厅，大
厅显示屏的专家号大多呈现出“挂满”状
态。在东区大楼一层的眼科专家门诊区，
楼道走廊挤满了等待看病的患者及家
属。一位来自吉林的眼疾患者告诉记者，
女儿曾在网上尝试挂号一周也没挂到，后
又连续排了10天的队才挂到专家号。

在北京同仁医院西区大楼门口，一位

招揽住宿生意的中年男子介绍，要想挂到
同仁医院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的眼科专
家某主任的门诊号，除了320元的初诊挂
号费外，再给号贩子2000元就能买到，而
且患者病历上要写明“肿瘤”才行。

当记者表明需要其他眼科专家的挂
号，要与号贩子面谈时，中年男子直接带
记者在医院的挂号大厅找到一位40多岁
姓张的女号贩子。“挂号不点名，随机分，
都是专家，有400元和500元两种，400
元是副主任，500元是主任。”女号贩子一

口气说道。“先交200元的办卡费，把名
字、身份证号发给我，哪天来，打我电话就
行了，后天就有专家。”女号贩子说。

“北京的三甲医院都能买，其他医院
的还可以挑大夫。”女号贩子进一步说。

在记者询问过程中，另一个号贩子
向记者表示，向他买号更加方便：“下午
1点，不用排队，进去就看。”号贩子说，

“医生要不给你看，我一分钱不收。”在与
记者对话过程中，号贩子的手机接连响
起，都是买号的咨询电话。

记者26日在广安门医院看到，发生
“女孩痛斥号贩子”事件后，医院加大了对
号贩子的驱散力度，多个楼层都能看到穿
制服的工作人员，但即使在高压状态，记
者依然在广安门医院“偶遇”了号贩子。

当记者来到门诊大楼的特需门诊挂
号处附近时，一位40多岁的男子躲在楼
梯门口示意记者：“要专家号吗？”这名号
贩子介绍，买一般专家的号收300元至
500元的“服务费”，买知名专家的号，如
擅长诊疗中晚期肿瘤的一位医生，服务费
收2500元。记者从墙上的价目表看到，

这位医生的特需门诊挂号费为500元。
靠正常排队就挂不到这位医生的号

吗？挂号窗口前的医务人员告诉记者：
挂不到。医务人员称，这位孙医生年龄
大了，只给看过病的老病人看病，不再给
新病人挂号。这位号贩子说：“我到时给
你一个诊疗本，上面有这位医生的章和
签名（证明你是旧病人），你直接去窗口
交完费后就能找这位医生看病了。”

记者随后向该医院一位医生私下打
听，找这样的号贩子买号靠谱吗？医生表
示“其实应该没问题”，也有医生在实际接

诊时表示，虽然发现一些患者是通过号贩
子买到号的，当场也会告诉患者“下次绝
对不行”，但考虑到对方是千里迢迢来看
病的，还多花了钱，最后也都为其看病了。

在被问及医院是否对号贩子进行严
厉打击时，医院警务工作室人员无奈地
说，打击号贩子的工作很难做，跑到医院

“卖号”的人很多是号贩子雇来揽客的，
真正的号贩子在幕后操作。这些人一看
到警察就逃跑，被逮住也不承认自己卖
号。2015年，警务室共抓了163个号贩
子，但现在号贩子问题依然还很严重。

安保人员能提供号贩子的联系方式

“北京三甲医院的专家号都能买到”

广安门医院：高压下号贩子依然存在

针对近年来各地卫生部门、医院
采取的多种措施，网上“黄牛党”炒号
手段也在“与时俱进”。

中国自闭症儿童家庭康复指导专
家组委员、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邹
小兵教授说，医院曾想出网上预约、实
名登记、核对姓名身份证等很多办法，
但“黄牛党”总有对策 。

据调查，“黄牛”炒号有四条途径：
一是和患者联系后，拿着患者的就诊
卡到医院彻夜排队“占坑”挂号 ；二是

“号贩子”拿着患者的病历和就诊卡找
医生，说是病人亲属，请求医生加号 ；
三是“号贩子”24小时不断线地通过电
话、网络预约挂号，抢占号源。一旦找
到买主，就通过电话或者网络取消，然
后用买主信息立即重新预约；四是把
预约上的号直接卖给患者，患者拿着
不是自己名字的号看病。由于医院无
权查患者的身份证，遇到不配合的患
者，医院也无计可施。

“炒号”已然成为中国的一门职
业，“炒号”工作模式已经从街边模式
转到“互联网＋”模式。新出现的挂号
APP、挂号网站能够挂到稀缺号源，网
络“黄牛”会事先用不同的名字注册一
批账户，用几十部电话、多台电脑“秒
杀器”同时抢号。Y

新华社北京1月27日电 针对近
日网络上流传的“外地女子北京看病
怒斥黄牛”视频事件，国家卫生计生委
回应表示，已责成北京市卫计委认真
调查，并要求医院配合公安机关打击
倒卖医院号源的行为。

国家卫计委新闻发言人毛群安
说，如有医院工作人员与号贩子勾结，
要严肃查处；卫生部门和医院要密切
配合公安机关打击号贩子。同时提倡
和鼓励公众通过网上预约等方式挂
号，不要同号贩子交易，以免上当受
骗。

对于如何解决“一号难求”的问
题，中国医院协会副秘书长庄一强认
为，打击黄牛是标，加强分级诊疗是
本。“这个视频集中表现了看病难这个
痛点。这也说明了分级诊疗的重要
性，如果全国人民都来北京看病，即便
是没有黄牛，北京的医院也是不堪重
负的。”庄一强说，假如只是个常见病
多发病，那就不需要来北京看。如果
在地方辗转看了几个月半年都查不出
病因，到了北京很容易就确诊了，那说
明基层的医疗水平是不够的。分级诊
疗提出“大病不出县”，这关键看质量，
让老百姓信得过基层医疗服务质量。

国家卫计委责成
北京卫计委调查

“黄牛”炒号四途径
“号贩子”进军互联网

日前，北京西城区警方在辖区医院抓获了几名号贩子。Y

看病挂不到号，一女士在北京某医院怒斥“黄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