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哈尔滨电机厂机电工业公司医院违规结
算医保基金案

经哈尔滨市医疗保障局调查，哈尔滨电机厂机电工业
公司医院存在未按照省和本统筹地区服务项目和价格标准
等规定进行收费、挂床住院等违规问题。依据《哈尔滨市定
点医疗机构服务协议》的第七十三条、《哈尔滨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关于印发哈尔滨市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
服务医师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哈人社发〔2012〕228号）第
十一条规定，医保部门处理结果如下：1.解除哈尔滨电机厂
机电工业公司医院医保服务协议；2.对该院的违规行为进行
通报批评；3.扣除医保医师潘某、孟某果考核分数各 3分；4.
扣除医院相应考核评分，并与 5%预留金挂钩；5.该院未按照
省和本统筹地区服务项目和价格标准等规定进行收费违规
医保基金合计 112510.27元，已全额追回。

二、齐齐哈尔明珠医院违规结算医保基金案

经齐齐哈尔市医疗保险服务中心调查，发现齐齐哈尔
明珠医院存在超物价标准收费、重复收费、超限用条件使用
药品以及无指征检查问题，涉及医保基金 183708.96元。齐
齐哈尔市医疗保险服务中心依据《齐齐哈尔市医疗保障定
点医疗机构医疗服务协议范本》第六十条规定，责令立即整
改并追回违规金额 183708.96元。

三、东宁市永康药店违规结算医保基金案

经黑龙江省森林工业林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调查，
发现东宁市永康药店存在串换药品项目刷卡的问题，涉及
医保基金 1023.5元。依据《森工林区医疗保障定点药店服
务协议》责令其限期整改违规问题，追回违规基金 1023.5
元。

四、牡丹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违规结算医保基
金案

经黑龙江省医疗保障局、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
公司社会保险牡丹江办公室调查核查，发现牡丹江市第一
人民医院存在重复收费、超限制收费、高靠收费、超限制用
药收费等问题。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社会保险
牡丹江办公室根据飞行检查发现的问题情况，约谈了牡丹
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责令改正违规问题，追回违规基金
533397.3元。

五、桦南仁心医院有限公司违规结算医保基
金案

经桦南县医疗保障局调查核查，发现桦南仁心医院存
在重复收费、超医保支付范围用药、虚构医药服务项目等问
题，涉及医保基金 75941.51元。依据《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
督管理条例》相关规定，解除其医保服务协议，追回违规使用
医保基金 75941.51元，处造成违规使用医保基金损失金额 3
倍罚款 227824.53元，未按照规定保管财务账目、费用明细、
药品和医用耗材出入库记录罚款 1万元，相关涉嫌犯罪线索
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六、大庆市大同区慈济外妇专科医院违规结
算医保基金案

经大庆市大同区人民检察院移交、大庆市医疗保障局
调查核查，发现大同区慈济外妇专科医院涉嫌伪造虚假病

案 6 份，并上传医保系统结算问题，涉及医保基金 19577.7
元。大庆市医疗保障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
第八十七条规定，追回违规使用医保基金 19577.7元，处骗
取金额 3倍的罚款，解除大庆市大同区慈济外妇专科医院
医保服务协议。

七、鸡西市恒山区人民医院违规结算医保基
金案

经鸡西市医疗保障局调查，发现鸡西市恒山区人民医
院存在过度检查、重复收费、超标准收费、将不属于医疗保
障基金支付范围的医药费用纳入医疗保障基金结算等问
题，涉及违规医保基金 140426.55元。鸡西市医疗保障局依
据《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规定，责
令该院退回违规医保基金 140426.55元，对恒山区人民医院
2021年 5 月 1日后违规使用的医疗保障基金处以 2倍罚款
共计 108136.68元。

八、集贤县普康医院违规结算医保基金案

经集贤县医疗保障服务中心调查，发现集贤县普康医
院 5名入院病人存在与患者疾病无关的X线、B超、彩超等
过度检查问题，涉及医保基金 3909.46元。依据《集贤县医
疗保障定点医疗机构服务协议》第二十九条规定，责令其立
即整改过度诊疗问题，并拒付违规金额 3909.46元。

九、参保人员徐某违规结算医保基金案

经铁力市医疗保障局调查，发现双丰林业局职工徐某
存在伪造医疗票据骗取医保基金的违法行为。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相关规定，追回徐某违规使用的医
保基金 80902.68元，将徐某涉嫌犯罪线索移交公安机关。

十、七台河市妇幼保健院违规结算医保基
金案

经七台河市医疗保障局调查，发现七台河市妇幼保健
院存在如下违规行为：1、麻醉监测时间与麻醉记录单时间
不符，多收取麻醉监测费用并上传医保系统结算；2、超医保
限制使用药品，并纳入医疗保障基金结算，共涉及医疗保障
基金 35728.06 元。七台河市医疗保障局依据《医疗保障基
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对七台河市妇幼
保健院做出如下行政处理决定：1.责令其改正违规行为；2.
退回违规使用医疗保障基金 35728.06元；3.处造成医疗保障
基金金额 1倍罚款 35728.06元。

十一、鹤岗市新一人民医院违规结算医保基
金案

经鹤岗市医疗保障局调查核查，鹤岗市新一人民医院
存在分解住院问题，涉及医保基金 48244.7元。鹤岗市基本
医疗保险经办服务中心依据《鹤岗市医疗保障定点医疗机
构医疗服务协议》第七章第七十条规定，责令其限期整改，
并追回违规医保基金 48244.7元。

十二、五大连池市华龙新药特药有限公司违
规结算医保基金案

经五大连池市医疗保险服务中心调查，五大连池市华
龙新药特药有限公司于 2022年存在药品串项问题，涉及违
规医保基金 2.3万元。五大连池市医疗保险服务中心依据
《黑河市医疗保障定点零售药店服务协议（2020版）》第三十

六条第二款规定，追回该药店涉及违规的医保基金 2.3 万
元，暂停医保服务三个月。

十三、明水县人民医院违规结算医保基金案

经明水县医疗保障局调查，明水县人民医院存在违规
收费、重复收费等问题，涉及医保基金 23044.8元。明水县
医保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明水县基本
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服务协议》相关规定，追回违规使用
的医保基金 23044.8元，责令该医院限期整改。

十四、加格达奇区合仁药店违规结算医保基
金案

经大兴安岭地区行政公署医疗保障局调查，发现加格
达奇区合仁药店申报虚假药品销售数据，涉及医保基金
4779.4 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八十七
条、《大兴安岭地区医疗保障定点零售药店服务协议（2020
版）》第三十八条规定，暂停加格达奇区合仁药店服务协议
1 个月，追回违规医疗保障基金 4779.4 元，处以 4 倍罚款
19117.6元。

黑龙江省医疗保障局
2022年第一期曝光典型案例

医疗保障部门组建三年多来，始终把守护人民群众“救命
钱”“保命钱”作为重要政治责任，以零容忍态度严厉打击欺诈
骗保行为，2019年~2021年全省累计共追回医保基金 9.96亿
元。其中，2021年全省共检查定点医药机构 19454家，处理违
法违规定点医药机构 8137家，移交公安机关 29家，公开曝光
1634家，全省追回医保基金3.59亿元。

2022年要进一步健全基金监管体系，严厉打击各种欺诈
骗保、套保或者挪用贪占医保基金等违法违规行为，坚决守护
好人民群众的“救命钱”“保命钱”。

一是开展系列专项检查行动。聚焦定点医药机构履行医
保协议、执行费用结算项目和标准情况，开展全覆盖稽核检
查。组织定点医药机构开展自查自纠，在此基础上开展抽查
检查，对自查自纠发现的问题从轻处理，对抽查检查发现的问

题从重处理。以基层医疗机构、社会办医疗机构、医养结合内
设定点医疗机构为重点，医保、公安、卫健等部门联合行动，严
厉打击虚假住院、虚假透析、虚构医疗服务、基因检测结果造
假、医保卡违规套现等欺诈骗取医保基金行为。对经办机构
组织开展自查自纠和全面检查，坚决堵塞监管盲点和管理漏
洞。对以往检查发现问题较多的定点医药机构开展“回头
看”，严查重惩屡查屡犯的欺诈骗保行为。

二是加强监管制度机制建设。加强《医疗保障基金使用
监督管理条例》的学习宣传贯彻，积极推动出台我省《医疗保
障基金监督管理条例》，夯实依法监管基础。制定《黑龙江省
医疗保障信用管理办法》，构建以信用管理为基础的新型监管
机制，组织定点医药机构签订守信承诺书。加强智能监控机
制建设，利用智能监管系统，加强医保基金使用事前医院端提

醒、事中经办端费用审核、事后违规线索筛查。加强社会监督
机制建设，拓宽举报渠道，落实举报奖励措施，鼓励群众积极
参与基金监督。

三是加大曝光力度。选取一批医保基金违法违规典型案
例公开曝光，对欺诈骗保行为形成强有力震慑。加强以案释
法，公布欺诈骗保行为主要表现，增强群众识别违法行为能
力。

四是强化宣传引导。4月1日起在全省开展基金监管集中宣
传月活动，以“织密基金监管网、共筑医保防护线”为主题，在全社
会营造知法守法、维护基金安全的浓厚氛围。要对所有定点医药
机构开展一轮医保法规政策培训，指导定点医药机构健全内部医
保管理制度，强化自我行为约束，规范使用医保基金行为。要通
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筑牢基金安全的人民防线。

做医保基金卫士 护人民健康权益

医疗保障基金是人民群众“看病钱”“救命钱”，党中央
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基金监管工作，明确要求坚
决依法打击欺诈骗保违法行为，确保医保基金安全。必须
站在讲政治的高度，深刻认识欺诈骗保行为侵害的是人民
群众的切身利益，挑战的是医保法治的公平正义，损害的是
党和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必须零容忍、出重拳、狠打击。

近年来，我省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把维护基金安
全作为医保工作的首要政治任务，坚持“严”字当头，狠抓
医保监管，坚决做到：严格防范，积极构建有效执法监督体

系；严巡严查，盯紧违法违规“蛛丝马迹”；严厉打击，坚决斩
断“火中取栗”的黑手；严格管控，创新举措织密防控网络。
今年，打击欺诈骗保的力度将再度加强，“高压态势”将巩固
提升，高悬监督执法利剑，打好基金监管攻坚战，坚决维护
好医保基金安全，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安
全感。

从 4月 1日起开展为期一个月的基金监管集中宣传月
活动，宣传主题为“织密基金监管网、共筑医保防护线”，
定点医药机构要积极参与集中宣传月活动，严格依法依规

为参保人员提供医药卫生服务，诚信履行医保服务协议，
自觉规范医保基金使用，严防欺诈骗保。医保医师、药师
要认真学习掌握医保政策法规，坚持因病施治、科学诊疗、
规范服务，坚决守好基金安全第一道关口。参保人员要树
立主人翁意识，从我做起，珍惜医保权益，维护基金安全，
自觉抵制并主动检举欺诈骗保行为。要以集中宣传月活
动为契机，进一步强化维护基金安全的法治意识，在全社
会掀起学法用法、打击欺诈骗保、维护基金安全的热潮，形
成全社会关心支持监督医保基金监管工作的良好氛围。

织密基金监管网 共筑医保防护线

欺诈骗取医疗保障
基金违法违规问题主要
包括以下五类20项：

一、涉及定点医疗
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8
项违法违规问题

1. 虚构医药服务，
伪造医疗文书和票据，
骗取医疗保障基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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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不属于医疗
保障范围的人员办理医
疗保障待遇的；

5. 为非定点医药
机构提供刷卡记账服务
的；

6. 挂床住院的；
7. 违规收费或者

串换药品、耗材、物品、
诊疗项目等骗取医疗保
障基金支出的；

8. 定点医疗机构
及其工作人员的其他欺
诈骗保行为。

二、涉及定点零售
药店及其工作人员的5
项违法违规问题

1. 盗刷医疗保障
身份凭证，为参保人员
套取现金或购买营养保
健品、化妆品、生活用品
等非医疗物品的；

2. 为参保人员串
换药品、耗材、物品等骗
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
的；

3. 为非定点医药
机构提供刷卡记账服务
的；

4. 为参保人员虚
开发票、提供虚假发票
的；

5. 定点零售药店
及其工作人员其他欺诈
骗保行为。

三、涉及参保人员
的4项违法违规问题

1. 伪造假医疗服
务票据，骗取医疗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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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涉及参保人员
的其他欺诈骗保行为。

四、涉及医疗保障经办机构工作人员
的3项违法违规问题

1.为不属于医疗保障范围的人员办理
医疗保障待遇手续的；

2. 违反规定支付医疗保障费用的；
3. 涉及经办机构工作人员的其他欺

诈骗保行为。
五、其他欺诈骗取医疗保障基金的违

法违规问题

欺
诈
骗
取
医
疗
保
障
基
金
违
法
违
规
问
题
分
类

举报方式：向医疗保障行政部门提出
举报的，应当通过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公布
的接收举报的互联网、电话、传真、邮寄地
址等渠道。

举报奖励：经查实符合举报奖励条件
的举报，按查实欺诈骗取医疗保障基金金
额的3%予以奖励，每起案件的奖励金额最
高不超过 10万元，不足 300元的给予 300
元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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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从4月1日起启动“织密基金监管网 共筑医保防护线”集中宣传月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