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6月8日 星期二 责编 程永兵 美编 唐鼎

时事AⅠ·08

“中介专车搜罗老人
送往医院”“医生‘量身定
做’假病历”“有人一年免
费住院9次”……去年年
底，安徽省太和县多家医
疗机构涉嫌骗保问题被
曝光，引起了广泛关注。

问题曝光后，安徽省
纪委监委会同阜阳市委、
市纪委监委以事立案，依
规依纪依法查处相关问
题。经查，阜阳市政府及
太和县委、县政府等党组
织（单位）和相关党员领
导干部贯彻执行党中央
及省委决策部署打折扣、
巡视整改和集中整治“走
过场”、履行医保基金监
管职责不到位、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问题严重。

“从中央巡视反馈指
出问题以及太和县医疗
机构骗保等问题来看，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依然是
顽瘴痼疾，在一些地方和
单位树倒根在，还有现实
表现，必须举一反三、引
为镜鉴，锲而不舍深化作
风建设。”安徽省纪委监
委有关负责人说。

今年 2 月至 5 月，安
徽省委以中央巡视反馈
问题整改为抓手，以整治
太和县医疗机构骗保等
问题为切入点，分“学、
查、改、立”4 个步骤推
进，在全省部署开展新一
轮深化以案示警、以案为
戒、以案促改警示教育活
动，靶向纠治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其间，在全省
开展定点医疗机构医保
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

“回头看”，共排查具有住
院资质的定点医疗机构
3606 家，查处违规医疗
机构 85 家，着力守护好
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
命钱”。安徽省委、省政
府及时出台《关于深化医
疗保障制度改革的实施
意见》《关于推进医疗保
障基金监管制度体系改
革的实施意见》，织密扎
牢制度笼子，压紧压实监
管责任，建立健全医保基
金监管长效机制。同时，
该省纪委监委对十届省
委以来历次警示教育、巡
视巡察、督导督查等发现
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
题集中进行“回头看”。

安徽省在严查快处 4
家涉事医院的基础上，举一
反三，从阜阳市抽调300名
医疗专家和医保、卫健、公
安等精干人员，“刨根问底”
逐一倒查太和县全部50家
定点医疗机构自县医保局
成立起到 2020 年底所有
31.7万份医保病例；从省属
医院抽调52名临床和医保
专家，逐一复审排查出的疑
似骗保病例。阜阳市参照
同一方法，全覆盖专项检查
其他7个县区所有定点医
疗机构的 96.1 万份病历。
经查，太和县50家医疗机

构不同程度存在违规违法
使用医保基金问题，涉及医
保基金5795.1万元。其中，
太和县第五人民医院等11
家医院存在严重欺诈骗保
问题，涉及医保基金1387.3
万元。阜阳市其他县区也
发现涉嫌违规金额4554.4
万元。目前，已解除4家涉
事医院医保服务协议、吊销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取
消14名医保医师资格，追
回违规使用基金。全市有9
家社会办医疗机构主动申
请关停或暂停医保服务协
议。

安徽太和医院骗保：

11家医院欺诈骗保1300多万元
2020年12月，媒体曝光安徽省太和县4家医

院涉嫌欺诈骗保问题。按照国务院领导同志要求
专项整治、严肃处理的批示精神，国家医保局责成
安徽省医保局迅速查明情况，依法依规处理，并派
出工作组现场督办指导；在全国部署开展集中专项
整治工作，强化基金监管高压态势，探索建立基金
监管长效机制。安徽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主要
负责同志多次作出批示并听取汇报，就案情查处和
强化医保基金监管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对医保欺诈骗保行为“零容忍”

国家医保局近期将向全
国医保系统通报安徽省查处
太和县欺诈骗保案做法，要
求各级医保部门一以贯之地
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医保基金监管工作重要
指示批示精神，认真学习借
鉴安徽经验，积极争取党委
政府支持，对医保欺诈骗保
行为“零容忍”，发现一起、查

处一起，并配合有关部门深
挖彻查背后的作风和腐败问
题，坚决查处医疗机构内外
勾结行为。同时，指导督促
各地用好《医疗保障基金使
用监督管理条例》，进一步健
全长效监管机制，推动打击
欺诈骗保工作全覆盖、常态
化，严防医保基金成为新的

“唐僧肉”。

>追回医保基金5660.8万元

案件查处期间，安徽省
先后开展2020年专项治理

“回头看”和2021年专项治
理活动，截至5月底共检查
定点医疗机构7567家次，追
回医保基金5660.8万元、扣
除违约金3089万元、行政处
罚431.5万元。同时，安徽省
加速补齐医保基金监管短板
弱项，省委、编委研究医保基
金监管专职机构设置事项，
进一步健全监管体系，已有5

个地市成立专职监管执法机
构，2个地市正按程序推进；
专门成立由分管副省长任组
长的基金安全领导小组统筹
协调重大问题，省内各市也已
成立专门议事协调机构，加强
部门协作；省医保局加快基金
监管长效机制建设，在完善举
报奖励、案件移送、行刑衔接、
智能监控、网格化管理、社会
监督、交叉互查等机制方面
取得积极进展。

>7个党组织（单位）19名干部被追责

安徽省各级医保部门
全力配合纪检监察机关、公
安机关以事立案，深挖彻查
案件背后的作风和腐败问
题，坚决查处医疗机构内外
勾结欺诈骗保行为。纪检
监察机关已严肃追责问责
阜阳市政府、太和县委、县
政府等7个党组织（单位）
和19名责任人（厅级干部1
人、县处级干部7人、科级
及以下干部11人）。其中，

县医保局主持工作的副局
长等5名责任人因严重违
纪违法涉嫌犯罪被立案审
查调查并采取留置措施。
公安机关已立案调查县内9
家医院，查证3470人，采取
强制措施56人，移送审查起
诉25人，扣押冻结涉案资金
360.9万元。省纪委监委近
期曝光了太和案处理情况，
以案示警，“一案多查、一案
多处”形成强大震慑。

>逐一倒查太和县全部50家定点医疗机构

着力守护好
人民群众的
“看病钱”

（本版稿件均据人民日报客户端）

内蒙古涉煤腐败倒查20年，
到底查到了啥？

过去一年，内蒙古根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部署要求，开
展煤炭资源领域违规违法问题专项整治，对涉煤腐败倒查20
年。5月26日晚，专项整治监督责任办公室成员、内蒙古纪委
政策法规研究室副主任刘占波调度完各专项工作组、盟市纪
委监委和相关派驻纪检监察组工作后，更新了数字：全区纪
检监察机关累计受理涉煤问题线索3982件，立案700件
987人，其中厅局级62人，县处级227人，14名干部主动投
案……记者了解到其中一些人在任上和离任后的案例。

内蒙古自然资源厅副厅长王杰

专项整治工作开展时，
负责查找问题的内蒙古自然
资源厅副厅长王杰敷衍塞
责，查出的问题不痛不痒，
严重阻碍了专项整治深挖彻
查。

“既然他不积极，那我们
就先查他。”刘占波说。

不出所料，王杰被查出利
用职务之便为煤老板谋利，收
受他人款物，还违规入股煤矿
获益。

陈巴尔虎旗旗委书记杜学军

乌兰察布市原市委书记
杜学军多次参加专项整治工作
会，可总是台上一套、台下一
套，忠诚不离口，背后留一手。

经查，2004年，杜学军任
陈巴尔虎旗旗委书记期间，接

受发小请托，为其公司配置煤
炭资源提供帮助，收受发小夫
妇现金、房产折合人民币超千
万元。多年来，杜学军涉嫌受
贿数千万元，在纸醉金迷中断
送了事业前程。

鄂尔多斯市乌审旗旗长、旗委书记张平

鄂尔多斯市2004年以来
配置的93个矿业权，其中23
个不合规，大量煤炭资源被企
业倒卖或占有。张平在担任鄂
尔多斯市乌审旗旗长、旗委书
记期间，低价转让探矿权，造成

巨额国有资产损失。鄂尔多斯
市原煤炭局更是出现了500多
名公职人员入股煤矿，高利分
红。“裁判员”变身“运动员”，煤
炭市场的公平公正遭到严重
破坏。

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旗委书记海明

一些企业打着“火区治
理”幌子违法获取、盗采煤炭
资源，一些地方错配滥配火区
治理项目。2010年，某公司
经理高某某找到时任锡林郭
勒盟西乌珠穆沁旗旗委书记
海明，想申报灭火工程。煤田
火区本应由旗政府组织实施，
海明却指示旗长将灭火工程

交由这家公司。为表达感谢，
高某某分别送给二人 20万
元。此后，公司原股东庞某某
得知海明要给女儿购房，“赞
助”100 万元。 2011 年至
2013年，这家公司打着“灭火”
幌子，在未获得任何采矿权的
情况下，疯狂盗采煤炭1511
万吨，总价值竟超13亿元。

2000年，44岁的刘桂花
上任鄂托克旗旗委书记，直至
2007年调离，主政一方长达7
年之久。在此期间，掌握着全
旗煤炭资源配置情况的刘桂
花，面对“煤老板”的疯狂围
猎，把权力当红利，把商人当
钱袋，把分管领域当成“私人
领域”，大搞权钱交易。

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
查后，刘桂花最终幡然悔悟：

“痛定思痛，我明白了一个道
理，莫伸手，伸手必被捉。”
王杰也后悔地说：“本来是查
问题的人，自己却有问题。
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
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
滑坡。”

鄂托克旗旗委书记刘桂花

倒查20年，释放出追责
到底、将反腐进行到底的坚
定信号：只要腐败了，不管
你是退休回家了，还是转行
了，不管心脏装支架了，还
是离世了，法律有追诉期，

但纪律没有追诉期，这笔账
迟早要算。例如，干部赵德
英被审查时，年近 80岁，已
退休18年。

倒查20年，彰显出我们
党刮骨疗毒的反腐决心。

干部赵德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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