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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卫健委离退休干部党支部

开展革命传统教育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李红报道：为纪念建党98周年，

铭记光辉历史，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近日，市卫
健委组织机关离退休干部赴通山烈士陵园开展了“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革命传统教育活动。

当天，离退休老干部参观了园区陈列区、瞻仰区、
文物展览区，感受了咸宁革命先烈为了新中国的成立
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壮举，了解了老一辈革命家彭德
怀、何长工、王震等在咸宁组织发动革命的光辉事
迹。在庄严肃穆的烈士纪念碑前，老干部支部全体党
员整齐列队向烈士默哀致敬，告慰烈士忠魂 ，寄托对
烈士的无限哀思，随后，全体党员举起右手，重温了入
党誓词。

此次活动，使每位党员接受了一次心灵的洗礼，
在弘扬革命传统教育的同时，坚定了爱国主义情操，
坚定了敬党爱党情结，坚定了永远跟党走的信念。

明确界定，让医保基金置身阳光

规定中，对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
药店及其工作人员、参保人员等欺诈骗保
行为的明确界定，颇引人瞩目。

涉及定点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
欺诈骗保行为包括：虚构医药服务,伪造
医疗文书和票据,骗取医疗保障基金的；
为参保人员提供虚假发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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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不属于医疗保障范围的人员冒
用他人医疗保障身份凭证办理医疗保障

待遇的；为非定点医药机构提供刷卡记账
服务的；挂名住院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
的；串换药品、耗材、物品、诊疗项目等骗
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的；定点医疗机构及
其工作人员其他欺诈骗保行为。

涉及定点零售药店及其工作人员的
欺诈骗保行为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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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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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非定点医药机构提
供刷卡记账服务的；为参保人员虚开发
票、提供虚假发票的；定点零售药店及其
工作人员其他欺诈骗保行为。

涉及参保人员的欺诈骗保行为包括：
伪造假医疗服务票据,骗取医疗保障基金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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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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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保人员的其

他欺诈骗保行为。
“处罚不是目的，促进医保定点医药

机构遵法守法才是根本。”徐永春说，明确界
定违法行为，画出红线底线，让医疗机构、药
店和工作人员知道哪些行为是犯法了，这对
实现常态遵法守法有很大促进作用。

健康视点
jian kang shi dian

规范程序，让执法处罚不再任性

“面对现场执法，医疗机构说两句好
话，甚至塞几包烟、送几瓶酒，处罚就会轻
一点。如果顶几句嘴，惹怒了执法人员，
处罚就会成倍增加。这样的情况以前可
能有，但在制度约束下，现在出现的可能
性极低。”市医保局局长徐永春说，不少公
众对医保执法有误解，但医保基金监管其
实一直有自己的制度笼子。

2010年10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
国社会保险法》正式颁布，对于建立覆盖

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障体系，使公民共享发
展成果，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017年11月21日，《湖北省社会保险
基金监督办法》颁布，它规范了社会保险基金
监督行为，切实防范和化解基金管理风险。

2019年4月11日，国家医疗保障总局
公布《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管条例（征求意
见稿）》，意味着医保基金使用监管正式步
入法治化轨道，有利于加强医疗保障基金

监督管理，保障基金安全，提高基金使用效
率，维护医疗保障相关主体的合法权益。

“这些法律法规都涉及了医保基金的
监管，但是都是统管状态，在具体行政处罚
程序上并没有具体规范。”徐永春解释说，
目前，医保基金的行政监管并没有细化的
程序规定，这给具体执法增加了难度。

2月23日，根据《咸宁市机构改革方
案》，我市组建市医疗保障局，将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城镇职工和城镇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生育保险
职责，市物价局的药品和医疗服务价格管
理职责，市民政局的医疗救助职责整合。

“因为是新成立的部门，而且没有指导
性处罚文件，在执法过程中，会出现处罚的
随意性和不规范性。”徐永春说，此次出台
的《关于规范医疗保障基金监管行政处罚
程序的暂行规定》正是要进一步规范处罚
程序，降低执法过程的随意性，让执法更趋
科学化、精准化。

细化标准，让医疗机构更感公平

其他省份一些地方的“执法风暴”中，
发现违法动不动就顶格处罚，让有些医疗
机构感到不公平。

“对医疗机构来说，就害怕不公平处
罚。”市医保局待遇保障科负责人朱敏说。

在朱敏看来，暂行规定中的权责统
一、程序法定颇具亮点。“由于医疗保障覆
盖人群广，基金体量大，协议机构多，医保
监管的涉及面广、风险多，以前我们在执

法过程中，除了通过政策文件明确医保支
付范围以外，还需要根据卫生、物价等相
关部门的文件，以及医疗行为的性质作出
判断，确定是否属于骗保违规结算行为。”
朱敏说，现在，通过监督检查的范围、形
式、程序、违法行为等做出规定，规范执法
程序，执法人员就能更公正地做出处理决
定，真正做到了于法有据、先试先行、执法
必严、违法必究。

再比如，对办案人员进行案件调查，
收集、调取证据明确了具体要求，有效避
免了权力寻租。

除了对医保定点医药机构具有约束
意义，对执法人员的保护作用是非常关键
的。

朱敏说，如果没有具体细化标准，医
保定点医药机构同类违法行为受到的处
罚就可能产生差异，这很容易让医保定点

医药机构对执法者产生误解，“极个别人
员可能存在以权力谋个人私利的企图，规
范可以防止权力寻租，避免廉政风险，就
是对执法者的保护。”

具体实践也表明，在规定执行过程
中，医保定点医药机构对受到的处罚心服
口服。据朱敏介绍，今年来，我市处罚欺诈
骗保案件多件，截至目前，没有一起因为处
罚不当引起医保定点医药机构争议的。

夏季健身注意事项
本报讯 记者陈希子报道：近日，家住三元社区的

居民小刘咨询，夏季健身有哪些注意事项？
三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相关医务工作人员介绍，

居民夏季要保持低运动量、短时间，让身体慢慢适应
炎热的天气。尤其要尽量避免在阳光强烈的正午时
分到下午两点期间进行户外运动，因为这个时间里紫
外线特别强烈，会灼伤皮肤，甚至使视网膜、脑膜也受
到刺激。

居民在夏天运动，温度湿度都很高，一定要穿吸
汗的棉衫，不要穿紧身运动服，如果湿度排不出去，会
对心脏造成很大的压力。运动后马上换下湿衣服，否
则容易引发风湿或关节炎等病症。

夏天温度很高，大量运动会使身体内的水分流失
比较频繁。建议居民运动前半小时喝适量水。如果
户外运动时间超过30分钟以上，可以带瓶温盐水。

居民运动前一个小时要吃些主食或者水果，防止
摄入热量过低，造成体力不支。

运动后不要马上洗冷水澡或吹电扇开空调。因
为运动后全身各组织器官新陈代谢增加，皮肤中的毛
细血管大量扩张，此时如马上洗冷水澡或吹电风扇，毛
细血管遇冷马上收缩，汗腺关闭，会使人感到更热不可
耐，也会打乱体内器官正常功能，容易患伤风感冒。

夏季怎样祛除湿气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报道：近日，家住温泉城区

金桂路的周先生感觉早起时头重脚轻，脸部总是出
油，食欲也在慢慢变差，去医院一问，医生说湿气太重
了。他咨询，夏季里如何祛除湿气？

市中医院治未病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夏季经常
性吹空调、吃冷饮，都会导致湿气重的现象。古人说：

“千寒易除，一湿难去。湿性黏浊，如油入面。”湿气，
可谓是现代人健康的头号大敌，在我们身边，10个人
当中估计有7、8个体内都有湿邪潜伏。 中医认为，

“湿邪”是“六淫”之一。
夏季怎样祛除湿气？该负责人说，夏季应加强体

育锻炼。运动会导致身体流汗，而在夏天运动的话，
动一动就能排出更多的汗，这样有利于帮助带出身体
里面多余的湿气。可以尝试跑步、瑜伽、游泳等项目。

饮食调节。比如薏米、茯苓等食物，它们都是可
以起到很好祛湿作用的，在夏季，可以将这些食物放
在汤水里食用，有助身体祛湿。

睡前泡脚。睡前泡脚也是能够帮助去除湿气，我
们不妨可以试试在睡觉前泡上半小时左右的脚，不仅
能够帮助祛湿，还有助于睡眠。

避免潮湿环境。日常生活最好减少暴露在潮湿
环境中，尤其对湿气敏感的人，更应注意不要直接睡
在地板上。在潮湿、下雨的时候尽量减少外出，且不
能穿潮湿未干的衣服，否则湿寒极易入体。

jian kang jiao yu

教育

每天吃一小碗蓝莓
有助心脏健康

英国一项新研究说，常吃蓝莓有助心脏健康，每
天食用150克蓝莓可有效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

英国东英吉利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在新一期《美
国临床营养学杂志》上发表论文介绍，他们招募了138
名超重或肥胖的志愿者，这些人年龄在50岁到75岁
间，均患有代谢综合征，即有较高的患心脏病、中风和
糖尿病等风险。

在持续6个月的观察期内，研究人员让一些人每
天食用冻干的蓝莓，另一些人食用人工着色的“假蓝
莓”，即安慰剂。每天食用冻干蓝莓的人又分为两组，
一组每天吃150克（约一小碗），另一组每天吃75克
（约半碗）。

结果发现，每天食用150克蓝莓的人，血管功能持
续改善，可折算为让心血管疾病风险降低 12%至
15%。不过，每天食用75克蓝莓的人相关功能没有明
显改善。

研究人员说，他们此次主要想研究对患病风险较
高的人群，食用蓝莓是否依然有效，研究结果支持了这
种效果。不过，由于这项研究只是基于对部分人群的观
察，相关结论还有必要通过更深入的研究来验证。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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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医院存在欺诈骗保行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
险法》第八十七条规定，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以及医疗机构、药品
经营单位等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险
基金支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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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问题来了，哪
些是骗取医保基金行为？处罚程序怎么走？法律赋予的处罚
权力交到执法者手中，如何确保公正？

10日，市医保局发布《关于规范医疗保障基金监管行政处
罚程序的暂行规定》，明确进一步规范行政处罚程序，提升执法
效能。

我市出台医保基金监管相关规定

让医保药箱变成“保险箱”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通讯员 上官征

很多家庭常见药品在炎热天气里需要呵护，今
天就让我们来看看一些家庭常见药品在储存过程
中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大多数药品的储存环境通常为常温（25℃）或
阴凉处（20℃以下且避光），但也有很多药品需要
在较低的温度下冷藏以保证药品的质量稳定。冷
藏通常是指2℃-8℃，即冰箱的保鲜层即可。

冷藏
❶活菌制剂

一些活菌制剂只有在低温冷藏下才能保证活
菌的成活率，如双歧杆菌三联活菌散、双歧杆菌四
联活菌片等。但并非所有的活菌制剂都需要冷藏
保存，如地衣芽孢杆菌活菌胶囊、枯草杆菌/肠球菌
二联活菌肠溶胶囊、枯草杆菌二联活菌颗粒等只需
在常温避光干燥处即可。所以在家庭储存活菌制
剂时一定要仔细阅读药品说明书中的贮藏条件。

❷胰岛素
胰岛素是一种蛋白质或蛋白质类似物，温度过

高或过低会使其变性失活。无论何种胰岛素或胰
岛素类似物在未开始使用时都需冷藏保存。一旦
胰岛素被开启使用，就不能再放回冰箱中了，开封
使用后需要在常温下避光保存，4周后丢弃。

❸部分滴眼液
部分滴眼液因属于蛋白类药物，应避免置于高

温或冰冻环境，储存及运输过程中均需冷藏避光。

❹部分外用制剂
鞣酸软膏在冷藏下保存可以减少膏体流淌情

况的发生。此外，像复方角菜酸酯栓这样的外用
栓剂在夏季也可能因为高温而发生膏体变软难以
使用的现象。这种情况下也可以将其再放入冰箱
冷藏。

空气中的水分会使部分药品成分改变

家庭常见药储存需避光防潮
避光

药物中的有些成分可能会在光照下
发生结构改变，影响药效。通常所有药物
均推荐在避光条件下储存，某些药物更要
特殊注意。

盐酸左氧氟沙星属喹诺酮类药物，对
光敏感，在储存及输注过程中均应注意遮
光，在接受左氧氟沙星片剂或注射剂治疗
后也应注意防晒。

如家庭常见的硝酸甘油片、甲钴胺片
都需要注意避光储存。

防潮
有些药品会吸收空气中的水分，使药

品成分发生改变。冲剂、颗粒剂、散剂、泡
腾片及中药饮片更需要防潮，否则会引起
药品结块或霉变，不宜存放在卫生间或厨
房等潮湿的环境中。一旦发现药物的形状
或颜色发生了改变，需引起注意切勿使用。

远离儿童
有些药品的外观色彩艳丽易被儿童

当作零食，一旦误服可能会造成严重损伤
甚至危及生命。药品要保存于儿童无法
碰触的地方。同时要注意孩子可能因好
奇而模仿大人动作去翻找药品，建议使用
带锁的箱柜。

家中有多人同时使用药物时，需要区
分存放地点，防止误用他人药物。急救类
药物如沙丁胺醇等需随身携带。

（本报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