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疗保障是重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

程。从今年 4 月 1 日起，我市在全市范围

内启动了为期半年的、以查处和打击医药

机构欺诈骗取医保基金违法违规行为为

重点的专项治理活动。

据了解，此次专项治理活动覆盖全市

868 家定点医药机构。通过 4 个多月的专

项治理，截止 7 月底，全市已检查定点医

药机构 621 家，涉及违规违约定点医药机

构 64 家，违规金额 72.70 万元，已追回医保

基金 72.70 万元，扣处违约金 103.03 万元，

暂停医药机构服务协议 6 家，向社会公开

曝光典型案例 14 起，形成了打击欺诈骗保

的高压态势。

现场监督检查
暂停医保服务协议

专项治理期间，大英县医疗保障局下

属医保经办机构对大英县某民营医院检

查时发现，该院存在虚记费用、串换费用、

药品超标准收费、医院购销存数据不符等

违规问题。

在全市开展打击欺诈骗保专项治理活

动的强大声势下，该民营医院还敢顶风作

案，最终“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按照

医保服务协议规定，大英县医疗保障局下

属医保经办机构对该民营医院涉及医保

违规金额 8785.50 元不予报销，并处 3 倍违

规扣款 26356.50 元，并暂停该院医保定点

服务资格 1 个月。

处置举报线索
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喂，医保局吗？某乡镇卫生院存在

虚记诊疗项目和费用等违规行为，请你们

查一查。”近日，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的患者周某向射洪县医疗保障局下属

医保经办机构投诉反映，某乡镇卫生院存

在骗取医保基金违规行为。

接群众举报后，射洪县医疗保障局下

属医保经办机构立即展开调查。经查，今

年 1 月 4 日—15 日，周某某在某乡镇卫生

院医院住院诊疗，该卫生院在其住院诊疗

过程中，确实存在虚记诊疗项目和费用、

分解住院行为、套取一般诊疗费、未按诊

疗规范要求进行诊疗活动等违规行为。

射洪县医疗保障局下属医保经办机构按

照规定，对该院违规报销金额 901.42 元不

予支付，并对该院处以 5 倍共计 4507.10 元

的违约金。同时约谈该院负责人，暂停该

院定点医保（住院）服务资格 1 个月，暂停

该院执业医师李某某、杨某两人定点医师

服务资格 30 天。

从今年 4 月专项治理工作以来，全市

已查实 4 条举报线索，处理违规医药机构 6
家，追回医保基金及违约扣款共计 20.19 万

元。对此，市医疗保障局负责人表示，“医

保统筹基金是广大参保人员的‘救命钱’，

对群众的举报线索一经核实，绝不手软”。

即将开展抽查
欢迎市民拨打热线举报

“本次专项治理活动 9 月底结束，我们

将持续用力、重拳出击，坚决做到‘零容

忍’，该解除协议的坚决解除。”市医疗保

障局负责人表示，医保基金具有“专款专

用”的性质，任何人都不得侵占挪用，更不

得骗取套取医保基金。

据悉，今年 9 月，市医疗保障局将对全

市专项治理工作开展抽查，严厉查处违法

违规违约行为，对欺诈骗保一律解除医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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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欢迎广大市民

拨打举报热线 0825—2257739 举报欺诈骗

保行为，对投诉举报的线索一经查实，将

按照相关法规和医保协议进行严肃处理。

（全媒体记者 郑小艳）

今年初，市委市政府将居

民违规饲养畜禽、宠物、大型或

烈性犬只等行为扰民问题纳入

“群众最不满意的 10 件事”进

行整治。时过半年，我市如何

加强畜禽、宠物、大型或烈性犬

只管理，规范畜禽、宠物、大型

或烈性犬只饲养文明？就此，

本报记者采访了该问题的牵头

整治单位——市城市管理行政

执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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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规范畜禽、宠物、大型或烈性犬只文明饲养

901只犬只有了合法“身份”

30 件民生实事聚焦 2019 年

民生 维权

民生 速递

今年，30 件民生实事中，“持续实施城

乡垃圾污水处理专项行动”聚焦群众持续

关注关心的城乡垃圾污水处理工作。

该民生实事实施以来，市住房城乡建

设局、各县（区）、市直园区加强组织领导、

明确目标责任、完善建设管理、严格绩效

考核，通过持续改善和提升环境，让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不断增强。

奋斗换进度
全力保障项目顺利推进

“现在温度高得很，大家一定要注意

安全施工，保证工程进度。”8 月 12 日下

午，遂宁市镇江寺片区排水管网改造项目

建设现场，气温达到 37℃，工人们一直坚

守在高温一线，尽管他们额头上挂满了汗

珠，但大家仍在加紧施工。

施工人员的奋斗换来的是工程的进

度。“1-6 月，我市持续实施城乡垃圾污水

处理专项行动涉及的 19 个项目已全部开

工，其中已完工 5 个。”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船山区永兴镇场镇管网

建设、船山区涪江流域水污染综合治理项

目、安居区 16 个镇污水管网建设项目、射

洪县县城雨污分流改造（南涪片区人民环

境提升项目、城南理工校片区棚户区改造

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清家堰－城西河

防洪排雨污分流改造项目）、蓬溪县天福

污水处理厂建设项目已经顺利完工，其他

14 个项目正在加紧推进。

为解决项目“钱”的问题，我市安排省

级建设专项资金 2890 万元，其中遂宁市本

级 1000 万 元 、蓬 溪 县 500 万 元 、大 英 县

1140 万元、安居区三家镇 250 万元。

今年民生实事下达后，各地高度重

视，压实责任，充分认清民生实事项目建

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加强工作统筹，成

立各级项目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明确分

工，搞好本辖区的城乡垃圾污水项目建设

工作。倒排工期，挂图督战，及时研究和

解决项目推进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

确保项目建设持续有力推进。

责任变措施
让民生实事如期保质完成

民生实事实施以来，市住房城乡建设

局及时编制下发了《2019 年度持续实施城

乡垃圾污水处理专项行动民生实事项目

任务清单分解表》，从建设规模、计划投

资、责任单位、形象进度、开工时间、预计

完工时间等方面作了具体细化和明确，把

任务时限分解到了每个节点，把任务步骤

细化到了各个阶段，确保按时如期完成项

目建设任务。

民生实事项目推进过程中，市住房城

乡建设局积极督导各地加强项目管理，强

化安全文明施工，鼓励争创省、市级标化

工地，切实履行监管职责，既确保了安全

施工不出问题，又把人民群众关心、关注

的事情办实办好。

此外，市住房城乡建设局每月把民生

实事涉及项目推进情况纳入全市城镇污

水和城乡垃圾处理设施建设目标考核体

系，按考评成绩对各地进行打分排名并通

报。同时，各县（区）、市直园区也将民生

实事建设任务，纳入了各自辖区的目标考

核系统。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接下来，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将进一步提高

政治站位，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想

办法、添措施，及时跟踪问效。督促各县

（区）、市直园区加力加劲，加快推进项目

建设，确保今年 11 月底完成全部建设任

务。

（全媒体记者 侯跃）

我市持续实施城乡垃圾污水处理专项行动

做足“必备课”办好“百姓事”
我市增设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市控断面17个

实现涪江流域遂宁段全流域水质监测

近日，记者从市生态环境局了解到，为切实加强生态

环境保护，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经分析研究，现增设遂宁

市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市控断面 17 个，实现涪江流域遂

宁段全流域水质监测。

据了解，为全面掌握遂宁地表水环境质量，涪江流域

设有 4 个国控监测断面（重庆潼南涪江的玉溪出川断面、

射洪梓江的梓江大桥、大英郪江的郪江口、重庆潼南琼江

的光辉出川断面），4 个省控监测断面（船山涪江干流的米

家桥和老池、安居琼江的大安，安居西眉河的磨溪石佛村

断面）。此外，在射洪涪江设有百倾国控断面，用于考核绵

阳；射洪梓江设有大佛寺省控断面，用于考核绵阳；大英郪

江还设有象山国控断面，用于考核德阳；安居琼江的跑马

滩国控断面，用于考核资阳。其余符合设置市控断面条件

的主要支流共有 13 条 ,现对 13 条支流增设 17 个市控监测

断面，其中有四条河流属于区域交界处或重点关注点位，

特设置了两个断面。

环境质量监测是生态环境保护的哨兵耳目，本次增设

市控监测断面，将为我市全面掌握涪江流域遂宁段水质本

底、分析我市水环境质量及变化趋势、加强水生态环境保

护提供科学的监测数据支撑，为保护涪江母亲河，构建长

江上游水生态屏障迈出坚实的一步。

（全媒体记者 余勇君）

民生民生聚焦聚焦

专项整治系列报道

10群众最不满意的 件事

故事
提交犬只相关资料后
家庭宠物有了合法“身份”

“豆豆”是家住佳和北城小区杨彬家

养了两年的狗。原本养狗时，杨彬只是想

着给儿子有个“玩伴”，如今，杨彬一家每

天和“豆豆”在一起，和它结下了深厚的感

情。

“每年都会给它打疫苗，可一直没有

想过给它办个‘证’，最近想想，还是办一

个好些，让它也有个‘身份’。”杨彬说，一

直以为给犬只办理许可证很麻烦，但在嘉

禾派出所民警的宣传和指导下，他提交了

犬只的免疫证照片等相关资料后，很快就

领到了养犬许可证及准养标志牌。如今，

爱犬终于有了“合法”的身份。

“为进一步规范犬只管理，引导市民

文明养犬、遵规养犬，我们以‘六边六进’

活动为载体，组织开展‘文明饲养宠物，维

护 公 共 安 全 ，营 造 优 美 环 境 ’的 宣 传 活

动。”嘉禾派出所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宣传

活动中，民警通过走访辖区周边街道、小

区、广场、各村组，全面核查了市民规范饲

养犬只的情况，向市民宣传讲解养犬办证

流程图以及如何规范养犬，让辖区市民进

一步了解我市养犬规定，引导其积极配合

公安机关办理养犬审批手续，做到遵规养

犬，文明养犬。

成效
排查饲养犬只2749只
办理养犬许可证901个

“今年以来，我们强化了宣传力度，着

重宣传养犬办证流程、依法养犬、文明养

犬等内容，让广大市民深入了解犬只管理

工作的重要性和相关法律法规知识。”据

介 绍 ，截 止 7 月 底 ，我 市 共 发 放 宣 传 单

90000 余份，设立宣传点位 40 余处，悬挂宣

传横幅 60 余幅，张贴养犬证办理流程展板

17 幅；增设犬只粪便收集箱 20 余个，在小

区内安装文明养犬指示牌 500 余块，接受

群众询问 2000 余次。

摸底办证方面，我市公安、城管执法

部门联合社区、物业小区，出动车辆 80 余

台次、警力 420 余人次，对限养区居民养犬

情况持续开展调查，对辖区内的饲养犬只

情况进行摸排核实，逐步建立基础台帐。

截止 7 月底，市城区共排查出 2749 只饲养

犬只，免疫 1383 只，超高犬只 373 只。各

公安派出所共计受理单位、个人饲养犬只

登记 1054 份，其中核发、办理养犬许可证

901 本、准养标识牌 901 个。

“针对犬只不拴养或圈养、非法带犬

进入公共场所、外出不及时清除犬只排泄

物等违规养犬行为，加大巡查和劝导力

度，督导各清扫保洁公司加大对犬只粪便

的清扫工作，特别是人口密集区域，如中

央商务区、兴和东街、滨江路、渠河路、五

彩缤纷路等区域。”该负责人说。

此外，市农业农村局对市城区共 7 处

免疫检疫定点机构进行了业务技术培训

和指导；市住房城乡建设局督促各物业服

务企业建立了巡查发现报告制度，并在小

区绿化地段树立了业主不能圈养大型犬

只、烈性犬只的宣传标语。

（全媒体记者 贺建平）

村民投诉村干部收低保户居民医保费用

经现场核查 投诉不实

连日来，12345 政府服务热线不断接到大英县河边镇

石山村村民热线，反映石山村村主任杨某收取低保户赵某

居民医保费用。7 月 25 日，了解此事后，大英县热线办、县

效能办立即组成调查组，赶到河边镇石山村村委会展开调

查。

据查，杨某于 2017 年 3 月 13 日经村民选举任村主任。

根据政策，一二级残疾、低保户、贫困户、特困户四类人员

的医疗保险均是由国家代购，2016 年购买 2017 年的居民

医保。大英县实行先由四类人员先行垫支，于 2016 年底

统一将钱返还给缴纳了费用的四类人员，2017、2018 年购

买次年居民医保时，政府一次性为四类人员购买了居民医

保。调查组找到反映事件的当事人赵某。经证实，其

2017、2018 年的居民医保均由政府购买，自己未出钱。

2016 年先行垫支费用也如数退还。整个调查过程，有调查

笔录为证，也有在场见证人，均证明，村民反映村干部收取

低保户居民医保费用的投诉不属实。

为进一步做好政务村务公开，让群众知晓政策，大英

县今年将”村务公开不及时、公开信息不全面“纳入”整治

群众最不满意的 10 件事“范畴，通过整治达到惠民政策等

信息更畅通、快捷。同时，大英县效能办要求镇、村干部一

如既往地强化政策宣传，要通过广播、会议、政策上墙等方

式让群众听懂、看懂、清楚政策，不能让部分群众随意乱宣

传政策。 （全媒体记者 余勇君）

新买涂料使用后竟出现跳壳起层现象

部门为消费者成功维权

“这涂料刚用上就起壳，明显是有质量问题，找到商家

还不买账，太没诚信了。”近日，一名女士打进 12315 消费

者投诉举报热线称，近日，她在射洪县某建材经销商处购

买了两桶某品牌装修涂料，使用后却发现涂料出现了跳壳

起层现象，天花板阴角线也出现了裂口，并不断有涂料掉

落。该女士认为是涂料存在质量问题，于是多次找到商家

协商退款事宜，但都被对方以各种理由拒绝。随即，该女

士向射洪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投诉，要求经销商承担一

切损失。

接到该女士反映后，射洪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立即组织

工作人员来到蒲女士所投诉的建材经销商展开调查。经

核实，该女士确实在该建材经销商处购买了装修涂料，使

用后的涂料也确实存在跳壳起层现象。对此，射洪县市场

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立即组织双方进行调解，并最终双方

达成协议：由经销商和供货商各赔偿 600 元的工人费用，

同时，经销商负责阴角线拆除重新装修，材料由经销商和

供货商共同承担。 （全媒体记者 吕苗）

河东新区有居民投诉夜市扰民

执法部门开展集中整治

随着天气的炎热，夜市烧烤盛行，一些人流量集中的

地方就成了商家经营的“首选”之地，商家生意红火了，但

随之带来的却是油烟污染、噪音污染、垃圾污染和占道经

营等不规范经营行为。自入夏以来，12345 政府服务热线

就不断接到关于河东新区夜啤酒、KTV 等占道经营、噪音

油烟扰民的投诉。

为进一步加强河东新区市容市貌的管理，落实大气污

染和油烟防治责任，切实解决夜市烧烤餐饮油烟相关问

题，近日，河东新区执法分局加大力度对违规占道经营，酒

吧、KTV 等娱乐场所噪音扰民的行为进行集中整治。整治

当天，河东新区执法分局出动执法队员 130 余名，采取宣

传教育与行政处罚相结合的方式重点对朝阳路、五彩缤纷

路等路段存在违章占道经营的店铺进行集中整治，规劝经

营者入室经营，并将其占道经营的桌椅搬至店内。对辖区

酒吧及 KTV 未采取有效措施隔音降噪的，执法人员现场要

求商家立即整改。 （全媒体记者 余勇君）

868家定点医疗机构接受骗保专项治理
查实 4 条举报线索 暂停 6家医药机构服务协议

城管部门开展犬只管理宣传

工作人员现场检查医保基金使用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