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被告人杜某，现在请你进行最后陈
述。”2月4日下午，潘家湾镇复兴村一处
民房内，嘉鱼县人民法院刑庭法官洪锦
正在开庭审理一起危险驾驶案。

2020 年 3 月，被告人杜某酒后驾驶
摩托车行驶至新街镇港东村蔡家路口路
段时，撞倒了在道路上步行的被害人林
某，造成杜某本人受重伤、林某受轻伤的
交通事故。经嘉鱼县公安局交警大队认
定，杜某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经鉴
定，杜某血液中乙醇含量为 131.04mg/
100ml，已达醉驾标准。事故发生后，被
告人杜某因受伤严重，一直瘫痪在床，行
动不便。承办法官考虑到杜某的身体状
况，决定上门开庭，在杜某床边审理这起
案件。整个庭审活动严格按照刑事诉讼
庭审程序进行，现场秩序井然、规范有
序。

近年来，嘉鱼法院积极探索便民利
民举措，大力推行诉前调解、网上立案、
在线审判、巡回审判等措施，着力打通服
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此次“上门”开
庭就是一次积极的探索尝试。

通讯员 张诗俊 摄影报道

便民利民 上门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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佘娟：回访路上情意浓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原子 通讯员 肖华

“云龙，走！事情再忙，回访小丁丁
的事不能耽搁。”1月27日下午4时许，
咸安区检察院从事未成年人刑事检察
工作的检察官佘娟催促同事谢云龙快
点叫车。

天空中沥沥淅淅下着小雨，大寒过
后的鄂南寒气袭人。

几分钟后，谢云龙开车带着佘娟向
咸宁市城郊的小丁丁家方向驶去。

佘娟口中的“小丁丁”是2020年8
月14日她受理的一起性侵未成年人案
件中的被害女孩，被侵害时年仅10周
岁。

一路上，第一次前往小丁丁家调查
案情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马路边一堵
围墙内侧搭建的一个简易遮雨棚里，狭
长的巷道两旁堆满了各种废旧杂物。
小丁丁的聋哑父亲站在门口双手比划
着，患精神病的母亲一个劲地冲着佘娟

傻笑，只有19岁的姐姐低头抽泣。
“这哪里像个家呀！”当时佘娟的心

都碎了，从事未检工作四年来她还是第
一次见到这样的家庭。

委托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对小丁丁
进行心理测评和心理疏导，帮她早日走
出阴霾；联合院里控申部门，积极为小
丁丁申请司法救助；联系团区委和区住
建局为小丁丁家申请廉租房……佘娟
马不停蹄。

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写申请材
料，复印有关证明，收集资料……经过
无数次的在村、社区、街道办事处和派
出所来回奔波，2020年12月26日，小
丁丁的五万元司法救助款终于批下来
了。佘娟随即联系一直监护小丁丁的
姐姐，当日将五万元司法救助款打到小
丁丁姐姐的银行卡上。佘娟叮嘱小丁
丁姐姐：这笔钱要用在小丁丁的生活和
学习上，必须做到“专款专用”。

然而，不是所有的努力都奏效。在
帮助小丁丁申请廉租房时，有关部门给
出的回复是：小丁丁家不符合申请政
策。原来，小丁丁的父亲是20年前从

湖北潜江流浪到咸宁的，户口没有转过
来。姐妹俩的户口随母亲落户在咸安
区农村的外婆家。这也成了佘娟遗憾
的一件事。

“小丁丁这次期末考了多少分？”
“小丁丁寒假怎么过？”“马上过春节了，
小丁丁家里置办年货了吗？”佘娟想着
想着，车到了小丁丁的“家”。

“佘阿姨、佘阿姨，我数学考了66
分。”听到佘娟的声音，小丁丁连忙从床
底下拿出自己期末考试成绩单，飞快地
送到佘娟手中。

“不错不错，今后还要努力，下次争
取语文和数学都考80分。”一个月没
见，佘娟抚摸着小丁丁的头不停地鼓励
她。

佘娟从小丁丁姐姐的口中得知，近
一个多月来小丁丁的变化可大了，每天
按时做老师布置的作业，主动和姐姐说
话，还经常和父亲一起外出捡废品。

“我们这次来主要是看看你妹妹的
情况。”佘娟拉着小丁丁姐姐的手叮嘱
道：“你是妹妹的依靠，你要多关心妹
妹，照顾好爸爸妈妈。”

“你家房子的事我和同事还在想其
他办法，以后你家有什么事，随时打电
话给我。”离开时，佘娟又转身回头对小
丁丁姐姐叮嘱说。

法治亮点
FAZHILIANGDIAN 本报讯 通讯员张恒、王

凡报道：春节期间，咸宁公安
启动高等级勤务，实行公安武
警全天候武装巡逻，落实“1、
3、5”分钟快反机制，屯警街
面、动中备勤、震慑犯罪，有力
维护了全市政治安全和社会
稳定。截至2月17日18时，全
市公安机关近6000民辅警坚
守岗位，处置有效警情 2798
起，受理求助咨询743起。全
市未发生有影响的刑事案件、
治安案件，未发生重特大交
通、火灾事故，为群众平安过
节创造了良好社会治安环境。

期间，咸宁公安把春节安
保作为建党100周年安保的开
局战、全国两会安保的前哨
站，严格落实领导带班和24小
时值班备勤制度，市县两级班
子成员和领导干部身先士卒、

靠前指挥。
全市公安机关梯次启动

一级值班备勤，动员外地民警
就地过年，保持三分之二以上
警力一线备勤。持续强化要
素管控，组织开展拉网式排
查。在万达广场、中心花坛等
人员密集的商业区，采取多种
方式开展叠加巡逻，不断强化
显性用警，加大现场警力投
入，维护商圈现场秩序及市民
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针对春节出行高峰特点，
交警部门优化勤务安排，对火
车站、汽车站、商场周边以及
进出市主要道路、高速公路出
入口等重点、易堵的区域强化
值守管控，机关、窗口警力全
员上路，检查长途客车近万余
辆，强化及时有效疏导，确保
道路畅通。

咸宁公安

交出春节长假“平安卷”

为进一步提高医疗保障水平，加强
基金支出监管，提高城乡居民参保人员
规范使用基金的意识，咸安区医疗保障
局对参保人员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行
为进行了专项核查。近日，该局将近年
来4起城乡居民参保人员骗取医保资
金的典型案例进行了通报。

一、王某某骗取医保基金案
王某某，男，咸安区贺胜桥镇人。

经查，2019年1月31日，王某某因个人
纠纷与他人发生冲突致伤，在有第三方
赔偿的情况下仍谎报为意外伤害登记
至太平洋保险公司医保窗口。根据举
报，咸安区医疗保障局医保基金核查部
门根据相关线索对王某医疗报销行为
进行走访调查，查实王某某违规骗取医
保基金的事实，涉及违规金额17268.44
元。在多次上门做工作后，王某某拒绝
退回所涉医保基金，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三十条、八十八条
及《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
规定》相关规定，区医疗保障局依法将
王某某骗保案件移送至咸宁市公安局
咸安分局刑警大队，王某某被咸宁市公
安局咸安分局刑事拘留，后王某某亲属
退回骗取的医保基金17268.44元。

二、镇某某骗取医保基金案
镇某某，男，咸安区永安办事处西

大街社区居民。经查，2018年6月24

日，镇某某在工地施工时于高处不慎落
地摔伤，在有第三方赔偿的情况下仍谎
报为意外伤害登记至太平洋保险公司医
保窗口。2021年1月20日，根据上级
移交线索，咸安区医疗保障局医保基金
核查部门对镇某某医疗报销行为进行走
访调查，镇某某承认其在有第三方赔偿
的情况下，仍违规骗取了医保报销支出，
涉及违规金额20334.94元。根据相关
规定，区医疗保障局责令镇某某退回骗
取的医保基金，并对其进行严厉批评教
育，后镇某某主动将违规资金全额退回。

三、樊某某骗取医保基金案
李某某，男，咸安区浮山办事处旗

鼓社区居民，于 2019 年 4 月 27 日去
世。经查，区医疗保障局进行大数据分
析比对时发现，该参保人在去世后仍发
生医保报销记录。经调查证实：其家属
樊某某承认隐瞒该参保人死亡事实，在
明知参保人死亡后不能发生医保报销
行为的情况下，仍持卡购药进行报销，
涉及违规金额6416.87元。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八十八条之
规定，区医疗保障局责令其退回骗取的
医保基金，并对樊某某进行严厉批评教
育。同时，对涉及违规销售药品的定点
医药机构进行另案处理。后樊某某主
动将违规的医保资金6416.87元退缴至
区医保资金专户。

四、刘某某骗取医保基金案
晏某某，女，咸安区汀泗桥镇大坪

村村民，2018年8月15日去世。经查，
区医疗保障局通过大数据分析比对发
现，该参保人在去世后仍发生医保报销

记录。经调查证实：其亲属刘某某承认
隐瞒该参保人死亡事实，在明知参保人
死亡后不能发生医保报销行为的情况
下，仍持卡购药进行报销，涉及违规金
额9472.5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
会保险法》第八十八条之规定，区医疗
保障局责令其退回骗取的医保基金，后
刘某某将违规的医保资金9472.5元退
缴至区医保资金专户，区医疗保障局工
作人员对刘某某进行严厉批评教育。
同时，对涉及违规销售药品的定点医药
机构进行另案处理。

2021年，咸安区将继续加强对参
保人员、定点医药机构、保险经办机构
等使用医保基金的情况进行全方位的
监管，持续开展打击欺诈骗保专项治理
行动，严惩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保持医
保基金监管高压态势。

为进一步规范医保基金的使用，该
局公布举报热线：0715-8876617。欢
迎社会各界和全区广大群众对医疗保
障基金领域违法违规行为进行监督举
报，举报必查，查实后从重从严从快处
理，并将按照相关规定给予奖励。

2 月 19 日，《医疗保障基金使用
监督管理条例》颁布，并将于今年 5
月 1 日正式实施。条例出台将改变
我国医疗保障领域缺乏专门法律法
规的状况。

《条例》强化医疗保障服务，要求
加强监管和社会监督，严禁通过伪
造、涂改医学文书或虚构医药服务等
骗取医保基金。对违法违规行为，通
过责令退回资金、暂停医保结算、罚
款、吊销定点医药机构执业资格等加
大惩戒，管好用好医保资金，维护群
众医疗保障合法权益。

《条例》明确，骗取医疗保障基金

支出的，由医疗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退
回，处骗取金额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
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如果参保
人员将自己的医保凭证交给他人，导
致多开药品、虚构医疗服务项目，骗取
医保资金，同样属于违法行为。

国家医疗保障局规财法规司司
长王文君表示，这部条例维护的是
14 亿群众的权益，对基金安全运行
的维护人人有责。只有每一个人知
法、守法、爱法、护法，才能够实现共
同维护基金安全、共同维护健康的立
法初衷。 （本报综合）

本报讯 通讯员陈莎莎
报道：2月12日（大年初一），
咸安、温泉公安分局抓获现行
违法燃放烟花爆竹行为人21
人，抓获非法销售烟花爆竹行
为人7人。这些违法行为人在
拘留所度过了他们的春节。

据了解，《咸宁市禁止燃
放烟花爆竹条例》已于2018年
1月1日正式实施。对于在禁
鞭区销售、燃放烟花爆竹的违
法行为，一律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从严从重处理。

据统计，咸安、温泉公安
分局以“严查非法制贩、存储
烟花爆竹黑窝点；严惩烟花爆
竹违法犯罪；严防烟花爆竹爆

炸案事件”为目标，开展烟花
爆竹隐患排查整治行动。行
动开展以来，办理非法储存、
运输、燃放烟花爆竹治安案件
53起，行政拘留156人，罚款
548人，整改从业单位安全隐
患6处，收缴爆竹330箱，组合
烟花178箱。

2021年春节期间，咸安、
温泉公安机关持续加大禁鞭打
击治理力度，开展24小时不间
断巡查，“见鞭就收”，“见卖、见
放就拘”。警方提醒，对阻碍
公安机关依法执行职务，拒不
停止燃放、拒绝缴交烟花爆竹
的，一律依法行政拘留；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在城区违禁放鞭

二十余人拘留所里“过年”

本报讯 通讯员程隽、陈
琼报道：为切实维护胜诉当事
人的合法权益，通城县人民法
院利用春节返乡有利时机，组
织开展节前突袭失信被执行
人执行行动。

2月10日凌晨7点，天色
微亮、寒风冷雨，执行干警们
在法院大楼前集合完毕、整装
待发。随着通城县人民法院
执行局负责人吴强的一声令
下“出发”，4辆警车、20余名执
行干警兵分两路，按照事先部
署，对长期躲避执行的失信被
执行人进行抓捕。

被执行人杨某某将吴某某
打伤，法院判决杨某某赔偿吴某
某各项经济损失25000元（已偿
4000元），但杨某某一直拖欠。

当时清晨，执行干警将还在睡梦
中的杨某某给抓个了正着。杨
某某当场支付14000元。

被执行人谌某某拖欠邓某
欠款20余万元，法院判决后，
谌某某一直拒不履行义务，后
虽达成长期还款和解协议，但
谌某某并未实际履行。2020
年10月，邓某向通城法院申请
强制执行。执行干警们抓住谌
某某的父亲打开大门的时机，
将正在二楼睡觉的谌某某堵
在了床上，并带上了警车。

在此次专项集中执行行动
中，执行干警们拘传失信被执
行人8人，且全部履行完毕或达
成和解协议，执行标的达130
余万元，春节前亮剑失信被执
行人行动取得了良好成效。

通城法院

开展专项集中执行行动

本报讯 通讯员李颖报
道：好好的货车司机当着不过
瘾，打起车上钢材的主意，妄
想来一出“狸猫换太子”调包
钢材来赚取差价。近日，嘉鱼
县检察院办理了这样一起案
件，以盗窃罪批准逮捕了张
某。

1月18日，货车司机张某
接到业务从湖北金盛兰冶金
科技有限公司运送一车盘螺
钢（共17捆，每捆重约2吨）到
湖北荆门市某建筑工地，在途
径武汉汉阳区沌口城附近时，
张某将货车上的10捆盘螺钢
与附近收废铁的吴某收的10
捆盘螺钢（每捆约1.5吨）进行
调包，并与吴某商量好返程
时，将调包置换下来的5吨多
钢材按每吨2800元进行结算。

为了防止荆门工地过磅
发现钢材被调包，张某还提前
让其女朋友专程去该工地观
察货车进出是否需要过磅，得
到不需要过磅的回复后，张某
便将经过他调包的钢材运往
工地，但最终还是被发现。案
发后，张某主动投案自首，并
退还非法所得。经勘查，经张
某调包置换下来的盘螺钢总
量为5.43吨，价值23783元。

嘉鱼县人民检察院受理
案件后，认为张某调包置换钢
材的行为，损害了金盛兰冶金
科技有限公司的利益，影响了
该公司的销售业务，造成了非
常恶劣的影响，1月23日，嘉
鱼县人民检察院以盗窃罪批
准逮捕张某，同日，由嘉鱼县
公安局执行。

嘉鱼一市民

调包钢材赚差价被批捕

咸安通报4起欺诈骗取医疗保障基金典型案例
通讯员 刘向南

骗保将重罚！
《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5月1日起实施

法治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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