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少医疗机构或个人在欺诈骗保时
自以为不会被发现，其实早就被医保部
门盯上了。4月9日，在重庆市“打击欺
诈骗保 维护基金安全”集中宣传月活
动上，市医疗保障局公布了一批欺诈骗
保典型案例，其中，不乏桐君阁、忠县中
医院等机构。

刷卡购买日用品
骗保22.4万元

桐君阁药房垫江二店将大米、食用
油等生活用品摆在店内销售，且未标明
应现金购买标识，存在药品进销存不一
致等违反服务协议的行为。2018年以
来，使用社保卡刷卡购买化妆品、普通食
品、日用品等违反服务协议的物品，骗取
医保基金22.4万元。

处罚：追回医保基金22.4万元，处违
约金112.3万元，取消其定点零售药店资
格，解除医保服务协议。

串换药品等方式
骗保20余万元

开州区普渡村卫生室和智慧药品超
市负责人均为李某，该村卫生室于2018
年2月至2018年11月，通过刷卡报销
智慧药品超市药品费用、串换药品等方
式骗取医保基金20.1万元。

处罚：暂停其医保网络结算3个月，
暂停李某医保医师资格6个月，追回违
规费用20.1万元，并处1倍违约金，拒付
该村卫生室2018年度一般诊疗费用1.3
万元，责令智慧药品超市限期整改。

挂名住院
骗保17.5万元

2018年，黔江区普兴中医院存在空
床住院、降低入院标准、成立市场部拉参
保人员住院、药品进销存与医保报销数
量不符、刃针治疗无记录且不符合临床
规范、检查仪器未见检查人员记录、本院
职工住院的同时还在上班等违规行为，
骗取医保基金17.5万元。

处罚：追回医保基金17.5万元，并按
协议规定处罚金。

过度治疗
骗保45.9万元

忠县中医院于 2017 年 12 月至
2018年12月期间，存在违反物价规定
加收、超物价标准收费、过度治疗等违规
行为，骗取医保基金45.9万元。

处罚：追回医保基金45.9万元，处罚
金104.9万元。

拉病人
骗保57.7万元

涪陵协和中医院存在对建卡贫困
户、因病致贫人员进行优惠以及接送
（拉）病人，药品进销存与医保报销数量

不符，降低入院标准，过度检查，虚增费
用，违反物价收费，过度使用药品等违
规违约行为，骗取医保基金57.7万元。

处罚：追回医保基金57.7万元，处罚
金218.5万元。

过度治疗
骗保66.7万元

涪陵协和医院在 2018 年 1 月至
2018年12月期间存在过度检查（或治
疗）、超限用药、违反物价规定、降低入院
指征等违规行为，骗取医保基金66.7万
元。

处罚：追回医保基金66.7万元，处罚
金145.7万元。

伪造假发票
骗保11万余元

2017年，重庆市社会保险局对全市
参保人员跨省异地就医发生医疗费用数
据、就医次数等情况分析，发现个别参保
人员异地就医次数频繁、发生金额异常
增大等疑点。针对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存
在问题，对我市参保人跨省异地就医情
况进行了实地核查。在对顾某在北京市
就医情况进行核查时发现，其报销资料
中填报的就诊医院无法查到其就诊记
录，住院收费票据也并非该院出具的原
始票据。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由顾某参
保所在地渝中区人力社保局将核查资料
移交到公安机关进行立案查处。

经查，2016年4月，顾某、李某夫妇

通过云某购买虚假发票及相关就诊资
料，并虚构医疗费用26.8万元，到渝中
区社保局报销医保费11万余元。

处罚：经法院判决认定，三人使用虚
假医疗发票骗取医保基金 11 万余元的
行为属实，其违法所得已全部退回。三
人犯诈骗罪，顾某、李某被判处有期徒刑
三年、缓刑三年，并各处罚金0.5万元；云
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
罚金0.5万元。

倒卖医保药品
骗保22万余元

2017年，奉节县社会保险局在特殊
疾病医保监管中发现，朱某、宋某、黄某等
尿毒症患者仅有开药记录，没有肾透析记
录，存在异常。经调查，发现朱某、宋某、
黄某等尿毒症患者在病故后仍有开药记
录。奉节县社保局立即将此案件移送奉
节县公安局经侦大队立案调查。

经公安局查实，犯罪分子周某、陈
某、龚某冒用以上已故人员社会保障卡，
分别于2016年2月至12月，2017年5
月至7月从重庆三峡中心医院套取价值
共计22万余元的特病治疗药品，出售给
没有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的马某，然后
再由马某销售给其他药店，销售金额达
24.8万元。

处罚：奉节县人民检察院对周某、陈
某、龚某、马某以诈骗罪提起公诉。一审
判决，马某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
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5万元；陈某犯
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缓刑
三年，并处罚金1万元；龚某犯诈骗罪，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缓刑二年，并
处罚金1万元；周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
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处罚金
0.5万元。并责令犯罪人员退回国家基
本医疗保险金，追缴非法所得上缴国库。

这些欺诈骗保行为干不得
市医疗保障局公布一批违法违规典型案例

本报记者 李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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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4月9
日，第十二届中国西南六省区市摄影
联展在市文联美术馆开幕，100多幅
摄影作品让观众领略到中国西南的
大好风景。

本次联展由中国西南摄影联展
组委会主办，重庆市摄影家协会等单
位承办，作为中国摄影界的一项品牌
活动，联展自2008年开始已连续举
办了12届。本次联展自去年开始征
稿以来，共收到来自重庆、四川、云
南、贵州、西藏、广西的摄影作品近万
幅，经过专家认真评选，最终有120
幅作品脱颖而出入选展出。

重庆日报记者在展出现场看到，

参展作品题材涉及自然、人文等多个
领域，摄影家们从不同角度，用不同
的艺术形式，真实反映了西南地区各
族人民丰富多彩的幸福生活，集中展
示了西南地区别具特色的民俗风情、
悠久厚重的人文历史、壮美秀丽的山
川景色。

重庆摄影家方万创作的《勃勃生
机》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和一般拍
摄夜幕中的重庆不同，这幅作品记录
下重庆清晨的美景，大剧院等重庆地
标在薄雾的笼罩下，更增添了一种神
秘感。

据悉，本次展览将持续至4月
15日，免费对市民开放。

第十二届中国西南六省区市摄影联展开展
100多幅作品让观众领略西南大好风景

本报讯 （记者 李珩）重庆将对
欺诈骗保行为说“不”！4月9日，重庆市

“打击欺诈骗保 维护基金安全”集中
宣传月活动启动仪式在渝北区新城广
场举行，当天，各区县同步举行集中宣
传月启动仪式，标志着全市打击欺诈骗
保专项行动全面铺开。

去年9月，市医疗保障局联合市卫
健委、市公安局、市市场监管局等部门
开展了打击欺诈骗保专项行动和“回头
看”工作。截至今年1月，全市各级医保

部门共检查定点医药机构24211家次，
约谈2646家，通报批评854家，暂停医
保服务765家，解除定点协议72家，移
交司法机关7例，追回医保基金6322.1
万元，处罚违约金12248万元，对各类欺
诈骗保行为形成有力震慑。

为巩固打击欺诈骗保专项行动成
效，进一步加强我市医保基金监管工
作，今年将继续开展打击欺诈骗保专
项治理行动，重点是检验检查、门诊特
病等领域的欺诈骗保行为。主要包括

以下八种行为：一、通过虚假宣传，以
优惠、体检等名目诱导、骗取参保人员
住院的行为；二、留存、盗刷、冒用参保
人员社会保障卡的行为；三、虚构医疗
服务、伪造医疗文书或票据的行为；
四、虚记多记药品、诊疗项目、医用耗
材、医疗服务设施费用的行为；五、串
换药品、器械、诊疗项目等恶意骗取医
保基金的行为；六、超限用药、过度医
疗、过度检查的行为；七、违反诊疗常
规、降低入院指征收治病人住院的行

为；八、其他欺诈骗取医疗保障基金的
行为。

“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的救命钱，
任何套取基金的行为都属于违法犯
罪。”市医保局党组书记蒋建国表示，通
过此次活动，希望能强化群众法治意
识，鼓励社会各界参与监督，保持打击
欺诈骗保高压态势，构建全社会共同关
注医保基金安全的良好氛围。市民有
相关线索，可拨打市医保局电话（023）
88979964进行举报。

重庆打击欺诈骗保 重点对八种行为说“不”

本报讯 （记者 何维）4月 9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卫健委获
悉，今年我市将加快智慧医院建
设，进一步缓解群众看病难的问
题。今年将评出15家“智慧医院示
范建设”单位，目前申报工作已经
全部结束，共有31家医院进行了申
报。

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
智慧医院示范建设，可以在一定程度
上缓解群众看病难的问题。智慧医

院示范建设的主题就是“智慧便民”，
除了预约诊疗、移动支付等，现在部
分医院已经在开展远程医嘱、快递药
品等更多便民措施。

重庆日报记者注意到，今年的
“智慧医院示范建设”评估标准在去
年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修订，共有4级
595个指标，其中针对“智慧便民”的
评估指标最多，包括是否能预约住
院、远程医嘱、快递药品、患者在线点
餐等。

重庆今年将评出15家智慧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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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席记者 彭瑜）4
月9日，重庆日报记者从渝北区召开
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渝北区出台
《“买渝北卖渝北”乡村振兴电商九
条》（下称《电商九条》），聚焦乡村振
兴和精准扶贫，发展农村电商项目，
全区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努力实现年
均增长40%左右，今年要实现农产
品网络零售1亿元以上。

据了解，此次出台的《电商九条》
第一条是支持各镇结合自身产业特
色，发展农村电商项目，按项目投入
总资金的80%给予补贴，补贴金额
每年不超过30万元。第二条规定是
支持镇村电商服务站点发展。针对
区内电商企业在镇、村新建的农村电
商服务站点，正式运营1年（含）以上
且本地农产品线上销售额不低于10
万元的（含10万元），按站点建设实
际投入资金的80％给予补贴，最高
不超过1万元。

在支持农村电商主体发展方面，
第四条提出对年度线上销售本地农
产品50万元（含）以上的区内电商企
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电商服务站
点负责人，给予线上销售金额2％的
奖励，最高不超过20万元。

“发展农村电商，两个‘一公里’
很关键。”渝北区商务委员会电商科
长张俊杰介绍，“最先一公里”主要是
如何把农民手中的农产品聚集起来
进入物流大通道，“最后一公里”主要

是怎样把农产品送到消费者手中。”
为此，第三条提出支持农村电商

物流体系建设运营，对本地农产品电
商渠道年发货量1万单以上的区内
物流企业，以及区内农村电商企业购
置的普通物流配送车、冷链物流运输
车进行补贴，最高30万元。

此外，渝北还引导电商签约包销
贫困户农产品。渝北区商务委员会
主任曹兴建表示，渝北区对全区
1023户贫困户都将落实具体的精准
帮扶电商企业，带动贫困户增收致
富。

《电商九条》第六条还规定从三
个方面支持电商扶贫，一是支持建卡
贫困户（包括 2014 年后脱贫的贫困
户）开办个人网店销售本地农产品，
对新开网店（包括多个网店）且有交
易实绩的，给予一次性网店开设补贴
1000元；运营6个月（含）以上的，再
按网店销售额的 20%给予销售奖
励，每年最高不超过5万元。二是支
持各类电商平台开设扶贫产品专区、
专栏、专店，采购销售贫困户自产农
产品，经认定后，除享受第四条之外，
按贫困户农产品销售额的10%再给
予奖励，每年最高不超过5万元。三
是对开展一对一精准帮扶、帮助贫困
户按期脱贫的各类电商主体，除享受
第四条之外，再按贫困户农产品销售
额的10%给予奖励，每年最高不超
过5万元。

渝北出台《电商九条》
推进农产品网络销售

4月9日，第十二届中国西南六省区市摄影联展上，市民正观看重庆参展
作品《勃勃生机》。 记者 齐岚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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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名称：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铜梁支公司
机构负责人：冉宏
机构编码：000002500224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铜梁区巴川街道办事处和平路38号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铜梁区东城街道办事处龙城大道640号附1号、附2号、附3号、附4号及

一楼门厅
成立时期：1996年10月20日 邮政编码：402560 联系电话：023-45632847
业务范围：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法定责任保险、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农业保险、其他财

产保险业务、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上述保险业务的再保险业务。
发证日期：2019年4月2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尊敬的客户：
为给广大用户提供更好的服

务，中国电信重庆分公司短信系统
将于2019年4月17日0：00—6：00
进行维护升级，期间全市电信公司
移动网用户的部分短信（包括服务
提醒类短信）的接收或发送会出现

延迟或失败。由此给您带来的不
便，敬请谅解！详情咨询 10000
号。

特此公告！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2019年4月10日

中国电信重庆公司系统升级公告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5G手机
还未上市，我们能不能用4G手机尝鲜
体验5G?答案是肯定的。4月9日,重
庆日报记者从中国电信重庆公司（下称
重庆电信）5G直通车媒体体验活动中
获悉，该公司已在渝中区中山四路建成
5G Wi-Fi网络连续覆盖的体验区，市
民利用手中现有的4G手机连接上5G
Wi-Fi网络，就能够畅快地玩游戏、看
高清视频……

据悉，这也是重庆首条连续覆盖
5G Wi-Fi网络的道路。

看超清电影随意拖动无卡顿

5G究竟有多快？当天，重庆日报
记者现场进行了体验。

刚走到上清寺中山四路路口，记者
的4G手机就搜索到了重庆电信的5G
Wi-Fi信号。按照提示输入手机号码
获取短信验证码，而后再依次输入系统
随机给出的验证码和短信验证码，手机
就连接上了5G Wi-Fi网络。

打开手机浏览器，首页上的百度、
天猫、京东等网站均“一眨眼功夫”就打
开了。

接着，记者打开腾讯视频，也是“一

眨眼功夫”就进入了。选择一部1.2G的
超清电影，没有缓冲就开始播放。播放
中，多次拖动进度条，每次都只有约1秒
的缓冲时间，基本上感觉不出卡顿。

而下载另一部大小为1.3G的超清
电影，3秒即完成。

随后，记者将手机信号切换到电信
4G，分别观看、下载同样的电影，结果发
现：下载电影用了足足300秒；观看电
影时，从点击播放键到开始播放，缓冲
了约3秒钟。播放中，多次拖动进度条，
每次的缓冲时间从3秒到六七秒不等。

5G下载速度是4G的100多倍

记者手机自带的测速软件显示，从

上清寺中山四路路口一直到雾都宾馆，
连接5G Wi-Fi网络时，下载速率大多
数时候在300MB/秒至 450MB/秒之
间波动，最高时达到800MB/秒；使用
4G网络时，下载速率只有4MB/秒至
5MB/秒。

在重庆电信当天亮相的5G直通
车里，显示屏幕上显示出了5G终端设
备直接连接5G网络的下载速率——
从中山四路、人民支路再到人民路，
一路上网络下载速率稳定在1.4G/秒
左右，是 4G的 100 多倍。依靠如此
快的网速，车里展示的5G+VR、5G+
IPTV等最新5G应用，画面既流畅又
清晰。

今年五大商圈能用4G
手机体验5G

重庆电信相关负责人介绍，手机需要
嵌入5G模块才能支持5G网络。所以，在
今年下半年5G手机面世之前，市民不能
用4G手机直接连接5G网络。同时，业
内预计，未来在5G手机尚未普及前，其
价格上万元很平常。这种情况下，今后
用4G手机通过Wi-Fi信号间接连接
5G网络，不失为一种经济实惠的选择。

今年内，重庆电信将在主城区五大
商圈布局5G Wi-Fi网络。预计今年5
月，市民和外地游客就能在解放碑步行
街核心区用4G手机体验到5G网络。

重庆建成首条连续覆盖5G Wi-Fi网络道路
今年主城五大商圈将布局5G Wi-Fi网络，4G手机也可体验

本报讯 （记者 白麟）4月9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中国电信重庆公司获
悉，该公司与中国汽车研究院、大唐移
动联合建设的国内首个5G自动驾驶
应用示范公共服务平台，将于今年8
月前后取得实际性成果：在重庆仙桃
数据谷、礼嘉等地建成5G车联网应用
示范区，助力重庆自动驾驶及智能交
通的发展。

据介绍，上述合作方目前正在仙桃
数据谷、礼嘉等5G车联网应用示范
区，紧锣密鼓地开展各项硬软件建设和
专业测试，部分车企也积极参与到了联
合测试中。5G车联网应用示范区将充
分利用C-V2X车路协同技术、智能路
侧检测技术、5G技术和天翼云MEC
边缘计算能力等，重点实施危险场景预
警、连续信号灯下的绿波通行、路侧智

能感知、高精度地图下载、5G视频直播
和基于5G的车辆远程控制六大场景
应用。

“示范区利用5G技术，可以实现
许多在 4G 网络下无法实现的新应
用。”中国电信重庆公司相关人士表示，
例如多个车辆在道路上可进行即时通
信，相互“看到”其他车辆所“看到”的路
况，并了解周围车辆的行驶数据和动态

变化。
此外，5G能够实现高精地图的实

时下载，从而实现自动驾驶的感知计
算。这些都需要依托于5G技术大带
宽、低时延的特性。

上述示范区建成后，将充分发挥公
共服务平台作用，不仅合作企业、专业
人士和整车厂可以在示范区进行各项
研究和测试，广大市民也可以到示范区
进行5G自动驾驶的体验。依托平台
场景建设和测试研究等工作的开展，示
范区还将为推动国家战略落地实施、构
建智慧交通示范应用体系和制订国家
及行业标准提供有力支撑。

重庆依托5G技术力推自动驾驶

今年将在礼嘉等地建成5G车联网应用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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