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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剿”医疗乱象 直击健康痛点
本报记者 刘

峣

医师“挂证”、机构骗保、过度诊疗……这些引发舆论关注的
医疗乱象，正被全面“围剿”。
近期，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八部门展开为期一年的医疗乱
象专项整治行动，针对民众的医疗痛点综合施策。与此同时，从
国家到地方的密集行动，也在持续而精准地打击诸多乱象，营造
良好的就医环境。

整治乱象
日前，国家卫健委等八部门联合印发 《医疗
乱象专项整治行动方案》。根据该方案，在为期 1
年的时间里，相关部门将在各级各类医疗机构中
开展行动，重点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执业行
为、医疗骗保行为。
记者发现，被列入此次整顿“黑名单”的违
法违规行为，大都是近年来屡次曝光、给民众带
来切肤之痛的医疗乱象。
例如，针对今年央视 3·15 晚会曝光的医师、
药师“挂证”现象，方案提出要严厉打击医师出
租、出借、转让执业证书等“挂证”行为。与此
同时，无证行医，违规开展免疫细胞治疗，利用
“医托”、虚假诊断等方式欺骗、诱使、强迫患者
接受诊疗和消费等违法违规职业行为也将成为严
打对象。
值得注意的是，方案还针对健康体检、医疗
美容、生殖、泌尿、皮肤、妇产、肿瘤、眼科等
社会办医活跃的领域以及违规开展免疫细胞治
疗、干细胞临床研究和治疗等行为进行重点检查。
针对此前沈阳等地出现的骗保案件，方案将
包括诱导住院、虚构医疗服务等各类骗保行为纳
入整治范围之内。同时，方案还提出要严肃查处
发布违法医疗广告和虚假信息的行为，对医院自
建网站、公众号等自媒体上发布的虚假医疗信息
进行清理。
针对多地出现的手术台上临时加价、加项等
恶性现象，方案要求坚决查处不规范收费、乱收
费、诱导消费和过度诊疗行为。特别是拆分手术
或检验检查项目，未按照要求公示药品、医用材
料及医疗服务价格，未按照项目和计价依据收费
等行为。
业内人士表示，医改过程中出现的诸多医疗
乱象，不仅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还严重危害
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系统整治、持续打
击已成迫切需求。同时，打击医疗乱象的治标之
策，也能够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治本之计提供
有利环境。

集中治理
事实上，对于医疗领域多发的违法违规乱
象，此前相关部门及各地已开展多次专项行动，
并取得了初步效果。
从去年 9 月起，国家医保局会同多部门联合开
展打击欺诈骗取医疗保障基金专项行动，并组织
开展飞行检查。专项行动以来，各地加大打击力
度，依法依规进行查处，形成高压态势。截至
2018 年末，各地共查处违约违规违法机构 6.63 万
家，共追回医保资金超 10 亿元。山西、广东、黑

玩篮球 更快乐

﹃星星的孩子﹄

3 月 31 日，复旦大学附
属儿科医院“2019 自闭症日
关爱活动”在上海新天地
NBA 主 题 乐 园 举 行 。 复 旦
大学附属儿科医院“蓝色海
洋俱乐部”篮球队的自闭症
儿童球员，在活动上展示了
自己的训练成果和收获。
据介绍，两年前儿科医
院成立了自闭症儿童篮球
队，以篮球活动为平台，帮
助自闭症儿童舒缓不良情
绪、增加社交信心。
图为自闭症儿童在志愿
者的帮助下投篮。
新华社记者 刘 颖摄

龙江等地均提出建立医保基金欺诈骗保“黑名
单”制度，加强医保医疗服务监管。
进入 2019 年，打击骗保力度继续加强。今年 2
月，国家医保局开展打击欺诈骗保专项治理。而
在全国两会期间，国家医保局局长胡静林明确表
示，绝不让医保基金成为新的“唐僧肉”。
而对于“挂证”和“医托”等行为，国家药
监局等部门也及时出手“治乱”。上个月，国家药
监局明确，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 6 个月的药品零
售企业执业药师“挂证”行为整治。整治过程
中，凡检查发现存在“挂证”行为的执业药师，
撤销其执业药师注册证，在全国执业药师注册管
理信息系统进行记录，并予以公示；在上述不良
信息记录撤销前，不能再次注册执业。

▲ 3 月 18 日，患者在陕西省宁强县天津医院
新农合报销窗口报销。 新华社记者 姜辰蓉摄

一

守住底线
此次医疗乱象专项整治行动的一大亮点之
一，是明确划定了各部门的职责和分工。如发展
改革部门要研究建立严重失信行为多部门联合惩
戒机制；市场监管部门依法查处虚假宣传、违法
医疗广告、乱收费和不正当价格行为；医保部门
对欺诈骗取医保基金行为的定点医疗机构及相关
涉事人员依法依规、严肃处理；网信部门清理处
置违法违规信息，关闭违法违规网站和账号等。
业内人士表示，此举能够强化政府监管责
任，建立部门之间沟通协调、联合抽查执法、信
息共享、多部门联合惩戒等具有长效性、稳定
性和约束力的工作机制，推动医疗监管长效机
制建设。
更重要的是，如何以医疗乱象整治为契机，
让监管常态化，守住医疗质量安全底线。
对于医保领域乱象，国家医疗保障局基金监
管司司长黄华波指出，我国目前在整治医保乱象
时，事后追究是主要手段，事前监管仍处于空
白。要想合理监控“骗保”，就要在事前、事后、
事中加强监管。当务之急是健全完善医保信息核
查监管系统。为此，国家医保局将探索第三方参
与基金监管，并开展医保基金监管诚信体系建
设，以此保障医保基金安全。
对于过度诊疗现象，业内人士指出，术中加
价等现象频现，除加大打击力度外，还需综合施
策，如提高医疗机构和相关医务人员的违法成本。
对于药师“挂证”行为，西安交通大学药学
院教授杨世民指出，药品零售企业的执业药师缺
口较大，行业需求是“挂证”行为滋生的土壤，
而利益驱动是“挂证”的重要原因。有专家表
示，虽然短期内可以靠监管、打击解决问题，但
从根本上需要执业药师人才培养体系的打造和法
律法规的规范。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有业内人士
呼吁，尽快建立药师管理法规体系，以明确药师
责任、保障药师权益。

二

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执业
行为。特别是医师出租、出借、
转 让 《医 师 执 业 证 书》 等 “ 挂
证”行为，医疗机构买卖、转
让 、 租 借 《医 疗 机 构 执 业 许 可
证》 或 《医师执业证书》，无证
行医，违规开展免疫细胞治疗，
利用“医托”、虚假诊断等方式
欺骗、诱使、强迫患者接受诊疗
和消费等。

严厉打击医疗骗保行
为。重点打击通过虚假宣
传、以体检等名目诱导、
骗取参保人员住院，留
存、盗刷、冒用参保人员
社会保障卡，虚记、多记
费用等恶意骗取医保基金
的行为。

医疗乱象专项
整治行动主要对目
前医疗行业存在的
危害人民群众健康
权益的违法违规行
为进行打击，包括
但不限于上述 4 个
方面

三

链 接

第二批欺诈骗保典型案例公布
据新华社电 国家医保局日前通报了第二批欺诈骗取医保基金典型
案例。
经国家医保局飞行检查，安徽省阜阳市阜阳双龙医院采取以支付
回扣形式向乡村医生收买病人、过度治疗、过度检查、超范围执业、
非卫生技术人员独立开展诊疗活动等方式骗取医保基金。2016 年至
2018 年 11 月，该院超范围开展手术套取医保基金 38.20 万元，过度治
疗、过度检查 18.15 万元。
陕西省渭南市合阳福音医院于 2017 年 9 月至 2018 年，通过无医嘱
收费、超医嘱收费、过度检查等方式骗取医保基金 38.86 万元。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银川百合堂医院于 2017 年至 2018 年，通过
挂床住院、虚假检查检验、虚记费用等方式骗取医保基金 18.01 万元。
国家医保局还通报了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师姑庄社区卫生服务站
购买虚假进货发票骗取医保基金案、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友好医院骗
取医保基金案、上海市白茅岭医院骗取医保基金案、福建省厦门市翔
安区马巷卫生院垵边卫生所套换医保编码骗取医保基金案、贵州省黔
东南红州儿童医院骗取医保基金案等 5 起典型案例。
相关部门已依法依规对涉案机构、人员进行处理。
据介绍，2018 年 9 月起，国家医保局会同国家卫健委、公安部、
国家药监局联合开展打击欺诈骗取医疗保障基金专项行动，并组织开
展飞行检查。专项行动以来，各地加大打击力度，依法依规进行查
处，形成高压态势。

严肃查处发布违法医
疗广告和虚假信息的行
为。重点查处未经卫生健
康部门审查和违反 《医疗
广告审查证明》 规定发布
医疗广告和在医院自建网
站、公众号等自媒体上发
布虚假医疗信息等行为。

四

坚决查处不规范收
费、乱收费、诱导消费和
过度诊疗行为。特别是拆
分手术或检验检查项目，
未按照要求公示药品、医
用材料及医疗服务价格，
未按照项目和计价依据收
费等行为。

全国大众冰雪季冬泳主题活动启动
本报电 （刘奇）“第五届全国大
众冰雪季——冬泳游向 2022 主题活
动”启动仪式，近日在国家游泳中心
启幕。来自京津冀、陕西、浙江等地
的 500 余名冬泳爱好者参加了本次活
动并进行表演交流。
此次活动由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
动管理中心、北京体育局、北京市体
育总会主办，北京市冬泳俱乐部、国

家游泳中心承办。
“第五届全国大众冰雪季——冬
泳游向 2022 主题活动”旨在充分调动
各地冬泳爱好者参与冰雪运动、支持
冬奥筹办的积极性，为冰雪运动的普
及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助力全民健身
国家战略和
“健康中国”
建设。
除了北京
之外，
此次活动还将在杭州、
武汉、
南宁
等城市陆续开展群众性冬泳活动。

万名跑者竞逐衡阳马拉松
本报电 （立风） 3 月 31 日，“奔
跑衡阳一马当先”2019 裕华集团湖
南衡阳首届国际马拉松在湖南省衡阳
市体育中心鸣枪开跑。来自中国、美
国、俄罗斯、加拿大、肯尼亚、埃塞
俄比亚等 13 个国家和地区的 1.5 万名
跑者，共同聚首雁城衡阳。最终，来
自肯尼亚的选手包揽了全程马拉松项
目男子和女子组冠军，中国选手李春
晖和殷晓雨分别斩获半程马拉松项目

男子和女子组冠军。
本次马拉松赛事由中国田径协
会、湖南省体育局、衡阳市人民政府主
办，共设男女全程马拉松、男女半程马
拉松和健康跑 3 个项目，起点和终点
都为衡州大道衡阳市体育中心段。作
为一座集山水洲城为一体的历史文化
名城，此次马拉松赛事将衡阳的生态
宜居特色与当代运动时尚相结合，展
现了衡阳的秀美景观与风土人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