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法 A06

2019 年 5 月 15 日 星期三
主编 郑福荣 责编 宋蕾 实习生 闵楠 美编 曹明辉 校对 石春林

新华社发

云南一副厅级干部
退休 6 年后被查
退休 6 年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原副
厅级专职审判委员会委员梁子安没有逃脱
被查的命运。云南省纪委、省监委昨日发
布消息称，梁子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
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公开简历显示，梁子安为山东威海人，
1953 年 9 月出生。1979 年 10 月至 2013 年
12 月，在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先后担
任刑二庭副庭长、审判监督庭庭长、审判监
督第一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副厅级专
职审判委员会委员。2013 年 12 月退休。
新华社记者 白靖利

微信花钱买驾照
碰上交警露了馅

医保基金是群众的“救命钱”，尽管一直以来监管十分严格，但一些不法分子仍通
过各种手段骗取医保基金。昨日，昆明市医疗保障局召开“昆明市打击欺诈骗保
行为典型案例新闻通报会”，对 8 起欺诈骗取医保基金典型案例进行通报。

一男子被拘 8 日

昆明市通报 8 起欺诈骗取医保基金典型案例

云南中西医结合医院
诱导参保人住院骗保
8 起典型案件

涉案金额累计达

1300 多万元
通报会向社会通报了——
●昆明爱伊商贸有限公司收集医保卡
倒卖药品涉嫌诈骗医保基金案
●云南中西医结合医院诱导参保人邀
约住院骗取医保基金案
●嵩明县牛栏江镇中心卫生院串换药
品骗取医保基金案
●转龙镇中心卫生院伪造病历骗取医
保基金案

●云南中医胃肠病医院违规使用“挂
证”医师、医师签名造假和强迫病人门
诊消费案
●周某某利用死亡人员医保卡、特殊
疾病就诊证诈骗医保基金案
●朱某某利用死亡人员医保卡、特殊
疾病就诊证诈骗医保基金案
●冯某某姐妹转借医保卡冒名就医骗
取医保基金案

8 起案件都是近期正在查处或
查处执行完毕的案例，涉嫌犯罪的
已移交公安机关，涉案公职人员已
移交纪检监察机关。

诱导参保人邀约住院骗保
在云南中西医结合医院诱导参保
人邀约住院骗取医保基金案中，经查
实，该院存在通过退还医保个人账户资
金、退返现金、任意减免参保人住院费
用个人支付部分的方式诱导参保人邀

约住院的违规事实，违规金额 44.34 万
元。目前已责成官渡区医保局依据医
保服务协议进行严肃处理，追回医保基
金及扣除服务质量保证金，同时终止该
院医保服务协议，
关闭医保支付系统。

利用死亡人员参保身份骗保
本次通报的两起利用死亡人员参
保身份骗取医保基金的案件中，朱某
某利用已死亡昆明市参保人员许某某
及李某某医保卡、特殊疾病就诊证多
次到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昆明法医
院等医院开药并进行倒卖牟利，共计
骗取医保基金 46.3 万元。该案已由西
山区人民法院进行了一审判决，朱某
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 8 年，犯非
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 3 年，数罪并
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 10 年。朱某某

对一审判决不服，现已提起上诉，目前
正在审理过程中。
周某某利用已死亡昆明市参保人
佘某某医保卡、特殊疾病就诊证多次到
昆明市延安医院、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
属医院、原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开药获
取非法利益，共计骗取医保基金 25.11
万元。该案已由西山区人民法院进行
了判决，周某某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
刑三年，缓刑三年。该案涉及的骗取医
保基金 25.11 万元，已全部追回。

相关新闻 医保局将与公安民政加强信息共享
2017 年以来，市医保局经调查核
实，共发现 5 起犯罪嫌疑人利用死亡人
员（主要是非昆明户籍异地灵活就业参
保人员）医保卡骗取医保基金的情况，
涉案金额 106.94 万元，已顺利移交公安
机关。之后，昆明市已对异地灵活就业
参保人员肾移植患者违规现象进行了
集 中 整 治 ，共 停 止 医 保 待 遇 238 人 。
2017 年 减 少 特 殊 疾 病 医 保 基 金 支 出
4890 万元，
2018 年度减少特殊疾病医保
基金支出 4211 万元。
为何参保人已死亡，其参保身份依

然可以被利用？对此，昆明市医保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由于此前不同地区、
不同部门间信息联
通不畅，让不法分子有机可乘。今后，
市医保局将通过加强参保人身份核实、
经办机构审核，加强与公安、民政部门
的信息共享，
防止此类现象发生。
与此同时，市医保局欢迎广大市民
朋友积极举报医疗保险欺诈骗保违法
犯罪行为，举报电话：0871-63965526，
符合条件的，
将依法给予奖励。
本报记者 期俊军

驾驶证是公安交管部门根据法律核发
的证件，受法律保护，严禁伪造、变造。然
而却有不法之徒伪造驾驶证，对道路交通
安全造成极大的威胁。曲靖市公安局经济
技术开发区分局在近日开展的“面包车专
项整治行动”期间，就查获一起伪造机动车
驾驶证的案例。
5 月 9 日 18 时 15 分，大队民警吴兴杰、
路文水在经开区南小线 9 公里+30 米路段
处执勤时，发现一辆车号为云 DMB375 的
小型普通客车，并打手势示意该车辆靠边
停车接受检查。经检查，执勤民警发现驾
驶人杨某不能出示合法有效的机动车驾驶
证，涉嫌未随身携带驾驶证的违法行为。
在获得大队值班领导批准后，执勤民警吴
兴杰立即依法扣留杨某驾驶的云 DMB375
小型普通客车。同时，告知当事人携带相
关证件 15 日内到曲靖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
发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接受处理。
5 月 10 日，经公安交通综合管理应用
平台查询，无违法嫌疑人杨某的驾驶证信
息，经过民警询问，杨某承认自己经朋友刘
某介绍，以 3500 元钱向微信名为李某的人
购买了驾驶证。他对自己未取得驾驶证驾
驶摩托车以外的非运营机动车，伪造机动
车驾驶证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
日前，警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
第二款及《云南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八
十七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依法给予
杨某罚款 3000 元，并处行政拘留 8 日的行
政处罚。
本报记者 熊波 实习生 马雯
通讯员 杨建陆

开屏新闻App
理想生活 即刻开屏

云南财税学院 成人本科大专 中专免试入学
学与技术、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林学、农
学、汉语言文学、教育技术学、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动物科学、
动物医学、艺术设计、农业电气化与自动
化、机械设计及其自动化、工业工程、化学
工程与工艺、交通运输、生物工程、木材科
学与工程、城市规划、旅游管理、国际经济
与贸易、投资学、酒店管理、农村区域发展、
土地资源管理、物流管理等。

二、专科专业：建筑工程技术、工商企
业管理、财务管理、会计、药学、水利水电
工程管理、法律事务、计算机应用技术、电
力系统自动化技术、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畜牧兽医、现代农学技术、应用化工技术、
道路桥梁工程技术、工业工程技术、交通
运营管理、酒店管理、国际经济与贸易等。
三 . 成人中专（学制 1 年）专业：建筑工
程施工（可报考二级建造师及八大员证）工

商行政管理、会计、计算机应用。面向社会
初中毕业及在昆明打工者均可报名。
地址：
昆明市学府路534号
（学府人家对面）
电话：
0871—63642881
63642762
63630629
63639285
网址：
www.ynft.net

学费优惠 300
元
关注公众微信号

我院历史悠久，
毕业生8万人、
培训突破
60万人，
经省教育厅批准，
北京交通大学；
西
北工业大学、四川农业大学云南学习中心，
水平测试、
验证入学、
自主录取，
学制2.5年。
一、本科专业：
土木工程、工程造价、工
程管理、环境工程、经济学、电气工程及其
自动化、水利水电工程、会计学、工商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审计学、市场营
销、金融学、法学、园林、园艺、药学、电子科

国家承认学历
突破时间空间
业余函授网教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