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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为什么要打击欺诈骗
取医保基金的行为？

答：医保基金是老百姓的“救命
钱”，具有专款专用的性质，将医保基
金视作“唐僧肉”而发生的欺诈骗取行
为，最终损害的将是每一个参保人的
的切身利益。

守护医保基金安全，促进基金有
效使用，人人有责。近年来，欺诈骗取
医保基金的行为多发频发，严重损害
基金安全，损害广大参保人员切身利
益，必须坚决予以打击。

2、涉及定点医疗机构的
哪些欺诈骗保行为可以举报
呢？

答：（1）虚构医药服务，伪造医疗
文书和票据，骗取医保基金的；

（2）为参保人员提供虚假发票的；
（3）将应由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

记入医疗保障基金支付范围的；
（4）为不属于医保范围的人员办

理医保待遇的；
（5）为非定点医药机构提供刷卡

记账服务的；
（6）挂名住院的；
（7）串换药品、耗材、物品、诊疗项

目等骗取医保基金支出的。

案例回放：
XX 市 XX 医院以“免费”为幌子接

送健康老人住院，病人是演的，病床是
空的，病历是假的，以此骗取医保基
金。以为“天上掉馅饼”，最终锒铛入
狱。

XX 县 XX 卫生院联合不法分子聚
敛医保卡，虚构诊断，虚开药品，虚假
备案，被取消医保定点资格，并移送司
法机关。

3、涉及参保人员的哪些
欺诈骗保行为可以举报呢？

答：（1）伪造假医疗服务票据，骗
取医保基金的；

（2）将本人的医疗保障凭证转借
他人就医或持他人医疗保障凭证冒名
就医的；

（3）非法使用医疗保障身份凭证，
套取药品耗材等，倒买倒卖非法牟利
的。

案例回放：
参保人 XXX 从药贩子手中购买住

院假发票并返回参保地报销，以诈骗
罪依法处置。

4、涉及医疗保障经办机
构工作人员的哪些欺诈骗保
行为可以举报呢？

答：（1）为不属于医疗保障范围的
人员办理医保待遇手续的；

（2）违 反 规 定 支 付 医 疗 保 障 费
用的。

5、有哪些举报形式呢？

答：两种举报形式任选其一。
（1）实名举报，是指提供真实身份

证明以及真实有效联系方式的检举、
揭发行为。

（2）匿名举报，是指不提供真实身
份的举报行为，如举报人希望获得举
报奖励，可以提供其他能够辨别其身
份的信息及有效联系方式，医疗保障
部门确认身份后，可兑现举报奖励。

6、举报线索提供多久后
能有反馈和办理？

答：对于要求反馈并有可靠联系
方式的举报线索，接到举报后 15个工
作日内反馈，对符合受理范围的举报
案件，医疗保障部门在此期限内需提
出是否受理的意见，对不属于受理范
围的实名举报案件，告知举报人不予
受理的意见，并说明原因。

对属于受理范围的举报案件，医

疗保障部门自受理之日起30个工作日

内办理完毕。情况复杂的，视情况可

以延长至 3个月内办结。特别重大案

件，原则上不超过6个月。

7、如何才能得到举报奖
励呢？

答：只需要满足三个条件：

（1）举报情况经查证属实的，造成

医保基金损失或因举报避免医保基金

损失；

（2）举报人提供的主要事实、证据

事先未被医保行政部门掌握；

（3）举报人选择愿意得到举报奖

励。

举报人为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

售药店内部人员或原内部人员的，可

适当提高奖励标准；举报人为定点医

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竞争机构及其
工作人员，并提供可靠线索的，也将适
当提高奖励标准。

8、举报奖励金有多少
呢？

答：根据《海南省欺诈骗取医疗保
障基金行为举报奖励暂行办法实施细
则》第十一条举报奖励标准：

（一）经查证举报情况属实的，对
举报人的奖励金额按查实欺诈骗保金
额的5%予以奖励。

（二）奖励金最高不超过 10 万元。
奖励金不足500元的，按500元的标准
发放。

（三）对可能造成医疗保障基金重
大损失，因举报人举报而被有效制止
的奖励500元。

9、举报方式有哪些呢？

答：（1）电话：0898-88230803
（2）邮箱：88230803@163.com
（3）写信
将举报信及相关书面资料邮寄至

三亚市医疗保障局，地址：三亚市吉阳
区迎宾路285号房地产交易中心二楼。

医保政策问答（打击欺诈骗保篇）

2019 年 9 月《海南省人才医疗
保障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正
式施行，该办法的出台提高了人才
医疗保障待遇，解除各类人才在我
省就业、创业的后顾之忧，下面我
们一起了解一下针对各类人才都
有哪些医疗保障优惠政策。

◆取消了高层次人才
参保待遇等待期的限制

为解决高层次人才待遇等待期
的问题，《办法》明确，未参加城镇
从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险或者连续
参加缴费不满 12 个月的高层次人
才，可由用人单位一次性缴满12个
月基本医疗保险费，享受相应的基
本医疗保险待遇。

◆放宽了人才亲属参
保的限制

《办法》明确人才未就业的配
偶、直系亲属和身边服务人员，按
照自愿原则，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
参加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险，
或者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享受相应的基本医疗保险待遇。
放宽了人才亲属及身边服务人员
参保户籍、国籍等方面的限制。

◆解决了人才亲属非征
缴期迁入我省参保的问题

我省引进人才未就业的配偶、
直系亲属、身边服务人员和新落户
人员随迁家属，在省外未参加基本
医疗保险的，可在取得本省居住证
或落户之日起90天内（含90天）办

理当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参保手续，自参保缴费次月起享受
当年度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待遇，超过 90 天的不予补办当年
度参保手续。

◆提高了高层次人才
的医疗保障水平

《办法》明确政府为全职在琼
工作的拔尖人才、领军人才、杰出
人才、大师级人才购买商业健康团
体保险，标准分别为每人每年3000
元、6000元、8000元、10000元。

除了我省对拔尖以上人才的保
障外，根据《三亚市落实<海南省人
才医疗保障实施办法>实施细则》，
市医疗保障局按每人每年 1000 元
的标准为我市其他类高层次人才
购买商业健康团体保险，从意外伤
害、重大疾病等方面给予保障，确
保我市其他类高层次人才享受到
多层次的医疗保障服务。

◆提升人才医疗保险
服务水平

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和三亚人才
服务一站式平台设立人才医疗保
障服务窗口，为人才提供医疗保险
业务咨询。 深度推进跨省异地就
医直接结算，方便人才省外就医。

注：以上高层次人才指我省引
进、培养使用的经省级人才行政主
管部门认定或备案并在管理期内
在我市工作的高层次人才。

更多详情可咨询三亚市医疗保
障局，联系电话：88236036

高层次人才
医疗保障政策

主办：三亚市医疗保障局

新华社华盛顿 4 月 20 日电
（记者 徐剑梅 邓仙来）美国前白
人警察德雷克·肖万被控杀害非洲
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案 20 日在
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宣判，
陪审团裁定肖万被控谋杀和过失
杀人罪名全部成立。

在近 3周法庭审理后，由 6 名
白人、4 名黑人和 2 名混血种人组
成的陪审团经过约10小时审议后
达成一致意见，裁定肖万被控的二
级谋杀、三级谋杀和二级过失杀人
罪名全部成立。主审法官彼得·卡
希尔当庭宣读并确认陪审团裁决
结果，宣布将在 8周后宣布对肖万
的量刑。45岁的肖万随后被戴上
手铐带离法庭。当地媒体预测，肖
万有一定可能寻求上诉。

根据美国法律，二级谋杀罪刑
期最高40年，三级谋杀罪刑期最高
25年，二级过失杀人罪刑期最高10
年。

检方律师布莱克威尔说，宣判
结果不能让弗洛伊德复生，但传
递了一个信息，“他（弗洛伊德）的
生命很重要，所有人的生命都很
重要”。聚集在法庭外和弗洛伊
德遇害地点的人群在听到宣判结
果后，高呼“正义”和“黑人的命也
是命”等口号。

美国最大的警察工会“全美警
察兄弟会”发表声明说：“正义发
挥了应有的作用。”美国全国有色
人种促进会发表声明说，虽然肖
万入狱，但美国“问责警察和尊重
黑人生命的斗争远未结束”。

美国总统拜登 20 日晚发表讲
话说，弗洛伊德之死是一场“光天
化日之下的谋杀”，让全世界看到
系统性种族主义是美国“灵魂上的
污点”。

2020 年 5 月 25 日，46 岁的弗
洛伊德在明尼阿波利斯市街头遭
肖万跪压颈部 9 分 29 秒死亡。现
场视频上传网络后，全美各地发
生长时间、大规模的反对警察暴
力 执 法 和 抗 议 种 族 歧 视 浪 潮 。
鉴于以往美国警察针对黑人暴
力执法案件中，涉案警察屡获宽
大处理，此案判决前，美国多地
气氛紧张，包括首都华盛顿哥伦
比 亚 特 区在内的多个地区加强
安保，准备应对可能因判决结果
发生的抗议和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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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0 日，人们得知肖万被控的谋
杀和过失杀人等三项罪名全部成立后，
在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市的法庭附近聚
集。 新华社发（本·布鲁尔摄）

新华社华盛顿 4 月 20 日电
（记者 徐剑梅 邓仙来）综合美国
媒体报道，美国俄亥俄州首府哥伦
布市一名非洲裔女孩 20日遭警察
枪击身亡。

据报道，当地时间 20日下午，

警方接到报警电话称发生一起持
刀伤人未遂事件，警方赶到现场后
开枪击中这名女孩，她被送往医院
后死亡。警方说，事件中没有其他
人受伤。

警方当晚在记者会上公开了

警用随身摄像头拍摄的画面，显示
这名女孩似乎在试图持刀伤人，随
后警察开枪打死了她。

事发后，哥伦布市发生抗议活
动，警方封锁部分道路。市长安德
鲁·金瑟敦促居民在当局进行调查

时“保持冷静”。
俄亥俄州刑事调查局正在对此

案进行调查，但尚未确认死者身
份。当地媒体援引其亲属的话说，
这名女孩在一个寄养家庭居住，与
人发生争执后持刀自卫，警察赶到

现场后向她开了4枪。
同日，美国前白人警察德雷克·

肖万被控杀害非洲裔男子乔治·弗洛
伊德案在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
宣判，陪审团裁定肖万被控谋杀和过
失杀人罪名全部成立。

美俄亥俄州一非洲裔女孩遭警方枪击死亡

新华社莫斯科4月21日电 俄罗斯总统普京21
日在莫斯科向俄议会上下两院发表国情咨文时表
示，俄外交政策的重点是确保俄和平安全和稳定发
展。俄对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持开放态度，但如果
有一些势力在对俄关系中将俄方的克制当成软弱，
跨越俄罗斯的“红线”，俄方将采取迅速而坚决的回
应措施。

据新华社北京4月21日电（记者 许可 董雪）就
乍得总统代比在作战前线负伤去世，外交部发言人
汪文斌 21 日表示，中方对他不幸逝世表示深切哀
悼，向乍得人民以及代比总统的亲属表示诚挚慰问。

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代比总统生前重视
发展对华关系，为推动中乍友好合作作出积极贡献。

据新华社布鲁塞尔4月 20日电（记者 陈文仙
李骥志）欧洲药品管理局20日宣布，调查发现接种
美国强生公司旗下杨森制药公司研发的新冠疫苗
（下称强生疫苗）与发生血栓之间可能存在关联，但
坚称其益处仍大于风险。

此外，本次审查的病例与接种阿斯利康疫苗后
发生血栓的病例“非常相似”。

普京警告

在对俄交往中不要越过“红线”

外交部：

中方对乍得总统不幸逝世
表示深切哀悼

欧洲药管局称

强生疫苗与血栓可能存在关联

新华社雅加达4月21日电 印度尼西亚军方21
日确认，印尼海军一艘潜艇21日凌晨在巴厘岛附近
海域失联。

印尼国民军司令哈迪·贾詹托说，印尼海军这
艘德国制造的潜艇于当地时间 21日 3时左右在巴
厘岛北部约 60 海里的海域失联，事发时舰艇载有
53人，正在执行训练任务。

他说，失联潜艇可能已经沉没到约 700 米深的
海沟，目前印尼军方已经出动多艘军舰前往事发海
域搜寻。此外，印尼军方已经请求新加坡和澳大利
亚这两个拥有潜艇救援船的国家协助搜寻。

据印尼媒体报道，这艘失踪的潜艇是印尼服役
的5艘潜艇之一，于1979年制造。

印尼军方
一艘载有53人的潜艇失联

4 月 20 日，美国前白人警
察德雷克·肖万被控杀害非洲
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案 20 日
在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
宣判，肖万被控的谋杀和过失
杀人等三项罪名全部成立。

新华社发（本·布鲁尔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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