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例一

遂宁新闻网：http://www.snxw.com责编：李志 编辑：田丽丹 组版：席静 2019年4月16日 星期二 社会 03

多路口同时设卡
50余名“任性”“骑手”被逮现行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外卖送餐越来

越受到市民的追捧。为抢时间，不少“骑

手”无视交通规则，行驶中看手机、闯红

灯、逆行等交通违法行为频频出现在城

市的大街小巷，造成交通安全隐患。

10 日上午 11 时 30 分许，市城区公园

路与遂州路交界路口随处可见外卖“骑

手”忙碌的身影。然而，部分外卖“骑手”

为了“抢”时间，在道路中完全无视交通

法规在路中“横冲直撞”。而就在此时，

一名外卖“骑手”被交警拦停在了路边。

“你的胆子真大，过往这么多车你还

在机动车道中边骑车边看手机”面对交警

的教育，该外卖“骑手”却直呼“冤枉”，坚

称自己没看手机。为此，交警立即拿出执

法记录仪，在证据面前，该外卖“骑手”顿

时哑口无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交警在对该车驾

驶员进行批评教育后，并予以了相应处

罚。

在当日的整治中，市公安交警部门

在市城区凯旋路、遂州路、德胜路、滨江

路等多个路段同时设卡，共查处外卖骑

手交通违法行为 50 余起。

“骑手”交通安全意识整体不强
企业管理松懈助长乱象滋生

“外卖‘骑手’存在的乱象问题较多，

不仅涉及‘骑手’自身，还涉及到了企业

的管理。”据市交警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

进入外卖“骑手”行业的门槛较低，只需一

辆电动车就行，多数“骑手”既没有经过严

格筛选，也没有经过正规培训，其交通安

全意识整体不强。同时，外卖“骑手”的电

动车质量也参差不齐，其中大部分电动车

都不达标，实速均达到了机动车标准，

并且没有保险。一旦引发交通事故，驾

驶员可能会出现无法赔偿，甚至肇事逃

逸的问题，这也导致交警部门难以取证

和执法。

与此同时，外卖“骑手”流动性也很

大，这也导致不少外卖企业管理“滞后”，

甚至懒于管理，助长了“骑手”乱象的滋

生。目前，外卖仍属新兴行业，在法律法

规和企业管理上，均未形成一套完善的

行业规则，大都各自为战，行业内部的恶

性竞争也让各类乱象成风，导致交警部

门在对外卖人员和外卖车辆的管理上陷

入难题。

设卡设点持续加大整治力度
深入企业督促主体责任落实

“外卖车乱象一直是交警部门治理

工作中的一个难题，对此我们也制定了

一些治理方案，并逐步完善和推行。”据市

公安局交警支队相关负责人介绍，近期，

市公安局交警部门将继续在各大路口设

卡设点，加大对外卖“骑手”逆行、闯红灯、

越道行驶等交通违法行为的整治力度，对

情节严重的，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予以

严处。同时，对各个外卖企业进行约谈，

并督促美团、饿了么等外卖主管企业落实

主体责任，加强监管，完善相关考核制度，

对不遵守交通法规的“骑手”加以严处。

该负责人表示，近期，市公安局交警

支队还将组织各大队不定期深入外卖企

业开展交通安全教育，引导从业人员学

习交通法律法规、文明规范行车；同时联

合地方媒体，加大对外卖“骑手”不文明

交通行为的曝光力度，让其逐步摒弃交

通陋习，自觉遵章守法。

“送餐再忙，安全不忘。”市公安局交

警支队也提醒广大外卖“骑手”，为了自

身和他人的安全，要时刻紧绷安全弦，遵

守交规，文明出行。

经开区打造“一小时城管”
秩序变好了 道路洁净了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吕苗）“你好，这里不能摆

摊，请配合一哈，到市场或临时便民点经营。”4 月 2 日上

午，在经过简短的岗前培训后，违章占道经营者王某某

佩戴上了印有“城市管理劝导员”的红袖章，开始对市城

区北兴街沿线游商占道违规行为进行劝导。据了解，这

是近段时间，经开区城管执法局九莲执法中队为了加强

辖区城市管理，重点针对长期反复违规占道商贩，量身

定制的“一小时城管”试点行动。

众所周知，流动商贩一直是城市管理的重点、难点，

由于其无固定经营场所，流动性大、反复性强，不仅严重

影响城市容貌，同时也给城市管理执法工作带来一定挑

战。针对此现象，经开区城管执法局九莲执法中队创新

执法思路，对长期屡劝不听的占道商贩，不再简单进行

暂扣物品、并处罚款等行政处罚，而是让其变身为“文明

劝导员”跟随执法队员一起参与城市管理一小时，通过

批评教育和劝导体验，让商贩们充分认识到占道经营、

跨店经营等违规行为对城市市容秩序造成的不良影响，

从内心上认同城市管理执法工作的不易，促使商贩自我

约束、自觉规范经营行为。而这一举措刚一实施，就得

到了广大市民的认同和支持。

“就应该这样，既让占道者知道了城市秩序环境的

重要性，也让他们形成自律。”市民周先生告诉记者，之

前九莲辖区占道经营现象较多，实施“一小时城管”后，

秩序有了明显好转。据经开区城管执法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近期，经开区城管执法局计划将其在全辖区进行

推广，在坚持践行“721”工作法的同时不断创新管理措

施，使执法行为更加文明，更加人性化，全力推动城市管

理工作向规范化、精细化迈进。

射洪开展“僵尸车”整治
多部门联动优化道路交通环境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吕苗）近日，射洪县综合行政

执法局联合射洪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等职能部门，集中开

展清理城区“僵尸车”辆专项行动。

据了解，此次行动涵盖了射洪县城区所有道路 (含
未通车路段、断头路 )和公共停车场、居民住宅小区、背

街小巷、旧车交易市场、汽车维修厂、建筑工地等周边道

路及其它公共部位，重点对占用公共资源停放 ,具有满

身灰尘、破烂不堪等长期弃用特征的各类汽车、二三轮

摩托车、电瓶车等“僵尸车”进行治理。据射洪县综合行

政执法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专项行动采取分步进

行，在前期的宣传摸底阶段，执法人员展开了全面摸排

工作，对县城区“僵尸车”分布情况和车辆基本信息逐车

开展综合查询并建档立册；在自行整改阶段，将县城区

“僵尸”车辆的摸排情况台账移交给射洪县公安局交警

大队，交警部门将根据排查采集的“僵尸车”基本信息，

联系车辆关系人，责令车主或车辆管理人限期自行处

理；在集中清理阶段，部门将对无正常理由又未及时自

行处理且符合法定强制拖离程序的车辆，联合相关责任

单位按照强制拖离程序，实施强制拖移、集中停放，并按

车辆交通违法情形依法分类处理，会同相关单位（机

构）、社区做好公共部位“僵尸车”的全面清理。该负责

人称，整治期间凡是阻碍执行公务的，将由公安机关依

法从严处理，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未经消防安全检查擅自营业
大英一茶楼被罚三万元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贺建平）近日，大英县消防救

援大队在对位于大英县新城区的某饮食服务有限责任

公司进行消防监督检查时，发现该酒店 8 层的茶楼未经

消防安全检查就擅自投入使用，其行为已违反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根据规

定，大英消防给予该公司罚款 3 万元的处罚。

“为全力推进火灾防控工作深入开展，打击消防安

全违法行为，确保辖区火灾形势稳定，日前，我们对辖区

重点行业进行了突击检查。”据介绍，执法人员在对该公

司进行检查时，要求该公司负责人提供 1-8 层的《公众

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开业检查合格证》，但该

公司负责人只提供了 1-7 层的《合格证》，8 层的却无法

提供。通过核实，执法人员发现，该公司 8 层未办理《公

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开业检查合格证》。

“该公司 8 层茶楼未经消防安全检查，擅自投入使

用、营业的消防违法行为属实，存在极大的消防安全隐

患。”大英县消防救援大队相关负责人说，根据调查情

况，执法人员当场填写《消防监督检查记录》，同时进行

立案调查。

经过依法调查取证，该公司 8 层茶楼未经消防安全

检查擅自投入使用、营业的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五项

和《消防行政执法裁量标准》之规定，给予该公司责令停

产停业，并处罚款人民币 3 万元的处罚。

在作出处罚的同时，执法人员对公司负责人进行了

消防安全教育，讲清了违法事实，告知了危害性，并强调

茶楼属于公众聚集场所，一旦发生火灾极易造成群死群

伤恶性事故，要求酒店负责人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

制，尽快采取有效措施，办理合法手续，切实将消防安全

工作放到首位。

斩断伸向医保的“黑手”
我市查处2起骗保案 5名涉案人员分别获刑并被处罚金

安居区王某某等 4 人同时在成都、安

居重复参保，在成都按医保政策享受报

销待遇后，找社会人员伪造住院发票，又

到安居区医疗保险事业管理局进行报

销，构成诈骗罪。

重复报销医保“露马脚”

安居区医疗保险事业管理局在审核

异地报销资料时发现，王某某等 4 人存在

同时在成都、安居重复参保，在成都按医

保政策享受报销待遇后，找社会人员伪

造住院发票后又到安居区医保局进行报

销的欺诈骗保情况。

“王某某在第 23 次申请报销时，被发

现其提供的发票与医院发生的住院费用

金额不一致，因此未向其支付。”据安居

区医疗保险事业管理局工作人员介绍，

王某某在成都市某某人民医院住院 25
次，总费用 484991.66 元，在成都市城镇职

工医保报销 25 次，到安居区医疗保险事

业管理局申请报销 23 次，安居区医疗保

险事业管理局报销 22 次，支付 183839.39
元。王某某重复报销 22 次，已经支付的

22 次中所有提供报付资料和金额与成都

调取资料一致。同样，吴某某、何某某、

段某某三人在成都市某某人民医院住院

20 余次，到成都市城镇职工医保报销后，

又重复到安居区医疗保险事业管理局申

请报销、重复报销。

构成诈骗罪获刑又被罚款

经查，王某某等 4 人在安居、成都两

地重复参保，违反了国家关于基本医疗

保险的政策规定。4 人均多次找社会上

不法人员伪造假发票到安居区医疗保险

事业管理局进行报销，共涉嫌欺诈医保

基金 797795.32 元，金额巨大，在社会上造

成了极大的恶劣影响。

最终，经安居区人民法院依法审理

判决，被告人王某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

徒刑四年，处罚金人民币 12000 元，责令

退还违法所得人民币 183839.39 元；被告

人吴某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六个月，处罚金人民币 14000.00 元，责令

退还违法所得人民币 207182.25 元；被告

人何某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10000.00 元，责

令退还违法所得人民币 152237.67 元；被

告人段某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

年，处罚金人民币 16000.00 元，责令退还

违法所得人民币 250951.74 元。

杨某儿子杨某某在校与同班同学谭某

某发生口角致骨折，花去医疗费 34591.96
元，其父亲杨某却虚构杨某某受伤是在学

校不慎摔伤，骗取医保基金 15239.83 元。

最终，被告人杨某因构成诈骗罪，被法院

判处有期徒刑十一个月，缓刑一年六个

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1 万元。

虚构受伤原因骗医保基金

2016 年 11 月 24 日晚 8 时许，被告人

杨某的儿子杨某某因夜自习下课期间多

次关闭教室里面的日光灯，影响同班同

学谭某某看书，双方发生口角。谭某某

上前将杨某某推倒在地，致杨某某左前

臂桡骨骨折，先后两次到大英县某某医

院住院治疗，共用去医疗费 34591.96 元。

住院治疗期间，谭某某的父亲谭某为杨

某某垫支医疗费 16239 元。

杨某在向大英县医疗保险事业管理

局申请医疗保险报销时，明知其儿子杨

某某受伤住院是因与同学谭某某发生纠

纷，在教室中相互推搡导致摔伤，仍不如

实填写致伤原因，虚构杨某某受伤是在

学 校 不 慎 摔 伤 ，骗 取 医 保 基 金 人 民 币

15239.83 元。

追究刑责并处罚金 1万元

2018 年 2 月 28 日，因杨某与谭某在

医疗费用赔偿方面未达成协议，杨某向

大英县人民法院提出民事诉讼。同年 4
月 10 日，大英县人民法院判处，谭某某监

护人谭某向杨某赔偿各项损失共计人民

币 61675.89 元。

该民事判决作出后，谭某通过电话、

短信等方式告知杨某要举报其骗取医保

基金，杨某仍未主动联系大英县医疗保

险事业管理局退还报销的医疗费用，也

未到公安机关说明情况。随后，大英县

医疗保险事业管理局报案，公安机关将

杨某挡获。经民警讯问，杨某如实供述

自己的犯罪事实。公安机关依法追缴其

诈骗所得赃款人民币 15239.83 元。

2018 年 9 月 17 日，大英县人民检察

院向大英县人民法院指控被告人杨某犯

诈骗罪。法院公开开庭审理认为，被告

人杨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欺诈方

式骗取医保基金，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

成诈骗罪。被告人杨某到案后如实供述

自己的罪行，系坦白，依法可从轻处罚。

法院判决，被告人杨某犯诈骗罪，判处有

期徒刑十一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并处

罚金人民币 1 万元。对扣押在案的赃款

人民币 15240 元发还给大英县医疗保险

事业管理局。

医保基金是老百姓的“救命钱”，但少数不法之徒和不良医药机构却
将“黑手”伸向医保基金，不择手段骗取医保基金，最终受到了法律的严
惩。4月10日，市医疗保障局公布了2起我市查处的欺诈骗保典型案件。

骗取医保基金有何后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规

定，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

段骗取社会保险待遇的,由社会保险行

政部门责令退回骗取的社会保险金,处

骗取金额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

条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刊、拘役或者管制，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

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

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

或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

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

者没收财产。

去年全市追回
医保基金 602.20万元

4 月 10 日，记者从市医疗保障局

获悉，2018 年，我市按照中、省要求，设

立了专项行动举报电话，运用各种形式

广泛宣传国家医疗保险政策，从严从重

查处医保违规违约行为，全市查处违规

违约案件 894 例，追回（拒付）医保基金

602.20 万元，扣处违约金 752.01 万元，

暂停 9 家医疗机构服务协议。

市医疗保障局负责人说，医疗保

障基金是“高压线”，任何人都不得侵

占挪用，更不得骗取套取医保基金。

医疗保障、公安、卫健、市场监管等部

门将形成合力，严厉查处违法违规违

约行为，对欺诈骗保坚决一票否决，立

即解除医保协议，并且 3 年内不得重新

申请医保定点。触犯刑法的，坚决移

交司法机关处理，绝不姑息手软。

（全媒体记者 郑小艳）

虚构儿子受伤原因骗医保基金 其父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个月

成都、安居两地重复报销医保基金 4人犯诈骗罪 获刑又被处罚金案例二

以案说法

相关新闻

社会关注

规范外卖行业电动车管理

江西省推行
“一人一车一证一码”制度

2018 年 5 月初，江西省公安厅交管局

对于加强和规范外卖行业电动自行车交

管理做出相关规定，要求各地交警建立

警企协作机制，主动与当地外卖企业联

系，定期会同外卖企业召开专题会议，建

立指导帮扶机制，指导外卖企业在送餐

队伍中实行“一人一车一证一码”的管理

制度。

所谓“一人一车一证一码”，即由公

安交警部门牵头，督促企业使用符合标

准的配送车辆，新增配送电动自行车必

须符合国家标准；对超标在用电动自行

车设置最长一年过渡期，逐步淘汰更换

成符合国家标准的车辆；对每名配送员

进行“唯一性”编码。将统一配送员的工

作证件，要求载明配送员编码、身份证号

码、驾驶电动自行车号牌等信息，并在工

作中随身携带；统一喷涂配送电动自行

车放大号牌，将编码印制于配送员送餐

箱显著位置。企业每日出车前核对“证

码”，核查无误方可出车配送。

（全媒体记者 吕苗）

4 月 9日，记者对市城区的外卖“骑手”驾驶电动车在路
上行驶情况进行了走访调查，发现外卖“骑手”驾驶电动车越
道行驶、闯红灯、逆行、驾驶员行驶中看手机等交通违法行为
较为普遍，影响城市交通安畅。对此，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高
度重视，4月 10日，市交警部门对外卖电动车乱象进行了专
项整治，同时制定了专项治理方案。

市交警部门开展市交警部门开展
外卖外卖““骑手骑手””交通乱象治理交通乱象治理
一天就有一天就有5050余名外卖余名外卖““骑手骑手””被逮现行被逮现行

他山之石

整治现场

第一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