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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文选登

▢ 全媒体记者 林晓燕

医保基金是老百姓的“保命
钱”。可以说，医保基金安全涉及到
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事关医
疗保障制度健康可持续发展。

2020年，市医保局把维护基金
安全作为首要任务，把打击欺诈骗
保作为重中之重工作，通过强化常
态监管、社会监管和信用监管，推进
基金监管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全
市共查处违规定点医院39家次、定
点零售药店60家次，追回医保基金
2081万元。

打好“持久战”强化常态监管

去年，市医保局瞄准不同医保
定点单位的业务特点，分类实施针
对性的监管措施。

其中，对定点零售药店重点加
强进、销、存台账的管理，严查药品
串换行为，实行常态化地毯式稽核，
全年稽核定点零售药店 622 家次，

暂停刷卡资格60家次，取消医保服
务协议 7 家。对定点医院可能存在
的挂床住院等违规行为，不定期组
织突击检查、夜查，严格规范定点医
院在院病人管理，严格出入院指征，
规范临床诊疗,全年稽核定点医院
88 家次、住院人员 2658 人次，专家
病历审核2546人次，拒付医保基金
（含违约金）292.89万元。

相关统计表明，2020年市医保
局实现定点医院、定点零售药店常
态化稽核覆盖率 100%。此外，针对
常态化监管中发现普发多发的医保
违规行为，全年共开展针对性的专
项整治7次。其中，对春节期间定点
药店售卖保健品等违规行为集中开
展专项检查，查处定点零售药店 5
家；对交通事故医保骗保行为，主动
开展涉及交通事故人员医保基金支
出专项检查，挽回医保基金损失
19.92万元。

根据全省统一部署，去年组织
开展了全市定点医院医保政策执行

情况自查自纠专项整治，重点针对分
解收费、超范围用药等诸多违规行为。
对于自查自纠不彻底、走过场、敷衍
了事、查找问题不积极、群众就医满
意度低的定点医院，我市与全省各地
医保部门进行飞行检查和交叉检查，
一旦发现问题，从严、从重、从快处
理。据统计，2020 年的自查自纠专项
整治共覆盖我市定点医院31家，对自
查自报的违规医保金额1232.22万元
已全额退回。

针对定点医药机构在医保日常管
理中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市医保
局还建立定期通报制度，将相关问题
通报至卫健、市场监管等部门以及全
市定点医药机构。

打好“全民战”强化社会监管

去年4月，市医保局组织开展“打
击欺诈骗保 维护基金安全”宣传月活
动，采用形式丰富多样、内容通俗易懂
的宣传形式，宣传解读医保监管法律
法规、曝光典型欺诈骗保案件，努力营

造打击欺诈骗保的高压态势和违规必
究、违法必惩的社会氛围。据统计，违
规违法案例短视频超 3 万人次收看，
基金监管知识有奖竞猜超 3000 人次
参与，微信朋友圈超 2 万人次承诺接
力，组织定点医药机构基金安全培训
600人次。

为充分发挥行业自律作用，去年
6 月，市医保局牵头成立了医保定点
零售药店行业协会，由全市 268 家具
有医保定点资格的连锁零售药店、单
体药店依法自愿组成。协会成立以后
主动配合市医保局开展定点零售药店
的监督管理工作，每月随机抽出三个
检查组，在市医保局的指导下对随机
抽取的24家会员单位开展稽核。截至
目前已经对120家定点零售药店进行
检查，暂停整改10家次。

为进一步发挥社会监督作用，去
年8月，市医保局组建了由党代表、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多个领域代表组
成的社会监督员队伍，通过他们宣传
医疗保障政策法规，及时反映身边群

众关注的医保热点问题，收集和反映
社会各界对医保基金监管方面的意见
建议。

此外，去年6月，市医保局还委托
浙江至诚会计师事务所对医保业务量
排名前10的医保定点零售药店和14
家社区卫生服务站进行了第三方审
计，充分发挥第三方专业审计机构的
社会化监管作用，通过此次第三方审
计发现了进销存管理不规范等问题，
避免医保基金损失11万元。

打好“治本战”强化信用监管

去年以来，市医保局着力强化“信
用医保”建设，将市场监管部门对零售
药店的信用评级用于医保定点零售药
店的协议管理。

其中，年度药品零售企业药品质
量信用等级评定中被认定为警示企业
的暂停医保刷卡业务，根据失信具体
情况督促整改，整改通过后恢复医保
刷卡业务；失信企业、严重失信企业按
规定解除服务协议。2020 年，我市因

信用等级原因共取消医保定点协议服
务4家。

同时，结合义乌社会信用管理实
际，市医保局按自然人、企业单位、社
会组织和事业单位四类监管对象，从
履约践诺、经营活动、遵纪守法和社会
责任四个维度确定公共信用评分标
准，对医保监管对象进行全方位医保
信用管理。

比如，自然人方面，在去年8月开
展的交通事故医保骗保行为专项整
治行动中，市医保局就将 23 位骗保
参保人员信息报送至义乌市信用办，
按照我市信用评分机制进行扣分处
理。对企业单位则实行“双随机+信
用”监管，对监管指数模型为“高风
险”的定点单位实现100%必查，确保

“失信必查”，“中风险”定点单位按照
50%比例抽查。

通过加强信用监管，实现了“一处
违规，处处受限”，对参保人员和定点
医药机构的医保违规违法行为真正起
到震慑作用。

打好“组合拳”守牢“保命钱”

义乌市医保局强化基金监管出实效

▢ 全媒体记者 谭祉潇

本报讯 为检验各村社党群
服务中心为外来建设者各项服务
落实情况，廿三里街道组织外来
建设者、志愿者等群体组成的“外
来建设者服务体验官”，以外来建
设者的身份，深入村社党群服务
中心开展体验活动，询问、体验村
社服务事项，感受服务温度，查找
服务过程中的不足之处，不断提
高各党群服务中心的服务品质，
让服务内容逐项落地。

连日来，“外来建设者服务
体验官”分别前往廿三里社区、
金麟社区、后乐、派塘、大岭、张
家园、埠头等 7 个村居，实地感
受 党 群 服 务 中 心 留 义 政 策 解

答、就业信息对接、困难需求帮
扶、诉求问题反映、提供防疫物
资、组织公益活动等“七项服
务”的开展情况，特别对村社干
部值班值守、街道发布的就业
信息是否清楚及防疫物资准备
等具体内容开展体验，详细了
解各村社党群服务外来建设者
的执行情况。

其间，廿三里街道对走访情
况、体验感受、意见建议等上传到
街道比学拼干微信群中，相关社
区、村居对照进行落实整改，形成
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反馈整改的
闭环，进一步提升各村社党群服
务中心服务力指数，将各村社党
群服务中心打造成外来建设者的

“温暖驿站”。

廿三里有支
“外来建设者体验官”队伍

▢ 全媒体记者 谭祉潇

本报讯 近日，经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局）、民
（宗）委（厅、局），国家民委机关
各部门、直属各单位逐级推荐和
评选，并经全国民委系统先进集
体先进工作者和劳动模范评选
表彰工作领导小组评审，表彰全
国民委系统先进集体35个、先进
工作者 35 名。其中，义乌市民族
宗教事务局荣获全国民委系统
先进集体称号。

我市是浙江省城市民族工
作重点县市。截至 2020 年 12 月
底，全市共有来自 31 个省（市、
自治区）的 52 个民族成份的少
数民族同胞 16.19 万人，其中外
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 15.44 万

人，落户少数民族0.75万人。
近年来，市民族宗教事务

局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为主线，深入贯彻落实中央民
族工作会议、全国城市民族工
作会议等会议精神，牢牢把握

“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
展”的工作主题，持续深化“教
育、引导、管理、服务”四位一体
的城市民族工作模式，不断促
进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维护
了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
和谐发展的良好局面。2017 年，
义乌市被评为全国少数民族流
动 人 口 服 务 管 理 示 范 城 市 ；
2019 年，义乌市江东街道鸡鸣
山社区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
步模范集体；2020 年，义乌市民
族宗教事务局被评为浙江省民
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

市民宗局荣获
全国民委系统先进集体称号

▢ 全媒体记者 王佳丽
通 讯 员 骆佳黛

去年以来，针对疫情防控常态化
下产生的法律问题，市司法局坚持实
践式、融入式法律服务，积极构建以公
共法律服务网络为支撑、以特色服务
站和工作室为支点，以若干服务团为
补充的“1+1+N”工作网络，全面激活
律师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新局面，为基
层社会治理有效“减负”。

目前，我市共有律师服务点 65
个，组建各类团队78个，共270名律师
参与其中。

入驻各级平台
聚焦律师“嵌入式”法律服务

“用法治思维、法制方式参与涉法
涉诉信访工作，努力发挥一名律师‘桥
梁’作用，我们有信心改变过去矛盾易
激化、不稳定的信访状态。”浙江绣川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表示。今年，浙江绣
川律师事务所入驻义乌市社会矛盾纠
纷调处化解中心（简称市矛调中心），
与市信访局建立政府购买律师参与化
解信访矛盾纠纷机制。针对疫情期间
的上访问题，律师积极扮好政府、基层

组织“智囊团”的角色，陪同领导接访、
参加听证会、分析会、应急处置会，从
源头上减少信访增量，快速高效化解
积案。

为加强律所与各级矛调中心的实
际对接，市司法局积极搭建平台，探索

“法律援助+律师调解”机制，在春节
留人政策背景下，对拖欠农民工工资、
辞退外来务工人员等劳务合同纠纷，
以纠纷调解优先介入法援案件，“一站
式”多元化解矛盾纠纷，让律师成为多
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助力军。据统计，
去年以来，我市律师参与信访值班
669人次，陪同领导接访203次，提供
法律咨询9481次，参与疑难案件会商
研判67场，成功化解信访矛盾210件，
受理法律援助案件2055件。

融入公益元素
开展“医护级”法律服务

“李祖村是目前我市唯一的全国
文明村，也是省级民主法治村，对基层
社会治理的要求会更高，我们在这里
成立李祖青年律师工作站，采取每周
定期1-2天值班的方式，将党支部工
作与乡村建设、青年创业相结合，送法
下乡、送法助创、送法解纷，硕果累

累。”浙江泽大（义乌）律师事务所青年
律师工作站负责人表示。

去年以来，市司法局聚焦社会公
益问题，积极连接社会资源，在工业
（产业）园区、特色小镇、村（社区）、公
共法律服务站点等地设立律师调解
室，通过定期“坐诊”、实案“问诊”、把
脉“出诊”、联席“会诊”等方式开展融
入式法律服务工作。依托园区、小镇、
楼宇等辐射点，建立市场主体法律服
务队伍，并先后在丝路金融小镇、商
城集团、缸窑村、李祖村等地设立法
律服务站，探索“网格覆盖、服务共
享、保障多元”的市场主体法律顾问
服务路径。同时，市司法局鼓励律师
全面参与镇（街道）合法性审查，规范
基层党委政府依法行政，一年来，律
师参与镇（街道）各类合法性审查381
件次。

探索警律联调
“指尖”服务延伸工作触角

“警律联调大大加强了矛盾纠
纷调解的效率，让不少困难群众得
到有效的法律援助。”浙江泽大（义
乌）律师事务所负责人表示。近年
来，浙江泽大（义乌）律师事务所团

队为未成年盗窃案的受害人提供免
费法律帮助，向涉案人员的监护人
追偿，已有 6 起相关案件诉至法院。
这是该律所与稠江派出所开展警律
联调工作的缩影。

据了解，依托农村法律顾问和
公共法律服务团，我市 544 个村（社
区）都已实现法律服务线上线下全
覆盖。在此基础上，市司法局积极开
辟疫情防控法律服务绿色通道，对
困难群众提供有效法律援助，优先
满足防控一线的村（社区）志愿者、
网格干部的法律服务需求。如积极
推动律所与派出所开展警律联调，
在各执勤点设立品牌调解室，通过
零距离服务、“背靠背”合作化解热
点、难点案件。

同时，律师服务团入驻“云溪娘
舅”等公众号，实现“掌上办”“指尖
办”；开发“乌商解忧调解超市”等线上
APP，当好“手掌上解纷管家”……自
开展警律联调工作以来，我市律师共
提供线上线下法律服务 155 次，参与
矛盾调解68件，成功调处26件；同时，
义乌法律顾问覆盖网格数2562个，覆
盖市场主体69.3万，提供各项法律服
务达38863次。

为基层社会治理“减负”增效

我市打造“1+1+N”法律服务体系 ▢ 全媒体记者 余依萍
通 讯 员 朱锦男

本报讯 2月18日，在苏溪镇
邢宅村旁的一处闲置地块，挖机
正轰隆忙碌，对一处处树木丛生
的荒地平整作业。

现场观看整治工作的村民
金洪弟说：“这里原来是耕地，
但后来成了荒地，现在把荒地
改回粮田，我们都很支持。”邢

宅村相关负责人介绍，村两委
非常重视非粮化整治，召开了
党员会议、扩大会议进行宣传，
为了不耽搁春耕，春节假期刚
过，村里就立即安排挖机进行
清表，目前清表已完成了 70%，
很快就能种上粮食。

邢宅村的非粮化整治只是苏
溪镇正阳共建委的一个缩影。截
至目前，苏溪镇正阳共建委已完
成土地非粮化整治400亩。

苏溪稳步推进非粮化整治

我来义乌定居已经好几年了，
以往春节都要回济宁老家。今年由
于疫情原因，我响应政府号召，留在
义乌过年，亲身体验了一回义乌的
过年习俗。

老陈是我的好兄弟，在义乌

开了一家棋院。得知我今年在义
乌过年，早早就说好要一起吃年
夜饭。在义乌，除夕当天要先“谢
年”，感谢一年来对全家的庇佑，
祈福新的一年更加兴旺。“谢年”
仪式后，大家便坐在一起开始吃
年夜饭。老陈精心准备了很多体
现义乌特色的美食，红酒、红粿，
寓意红红火火；大个的福字馒头，
寓意大富大贵发大财。鸡蛋，形似

元宝，寓意纳财进宝……每上一
道菜，我都不由自主地喊：“别动，
我先拍照！”席间，老陈提醒孩子
们给我们敬酒拜年，教育孩子们
一定要懂得感恩和孝心。

吃过年夜饭，老陈说每个房间
的灯全部打开亮一夜，要“满堂红”。
今年在义乌过的这个大年夜，老陈
的安排让我感觉十分温暖。

义乌是以孝子颜乌的事迹定

名的地方，义乌和济宁一样有着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我作为
一名济宁人，定居在义乌，也有两
个城市同样是家的感觉。以前我
在济宁家里过年，今年我在义乌
家里过大年。义乌虽然和济宁过
年的习俗有所不同，但过年的生
活仪式感是相同的，亲朋好友之
间的温暖情谊是相同的。

山东济宁 夏雪莲

就地过年更有“年味”

▢ 全媒体记者 张云飞
特 约 记 者 朱耀升

本报讯 日前，市建设局公布
2020 年度义乌市房屋建筑、市
政、园林工程“商城杯”优质工程
奖评审结果，对29个工程项目进
行表彰。

根据“商城杯”优质工程奖评
审办法，经企业申报、项目初审、
综合评审及网上公示，评选出赤
岸初中改扩建（一期）、立体停车
场—金福源南地块停车场等 12
个房屋建筑工程；阳光大道立交

化改造提档（二阶段）三标、经济
技术开发区（赤岸区块）三期配套
道路等10个市政工程；鸡鸣山区
块绿化养护管理项目、稠江公园
等7个园林工程为2020年度义乌
市“商城杯”优质工程。

据悉，“商城杯”优质工程奖
是我市建设工程的市级质量最高
奖。一直以来，市建设局认真贯彻
落实“百年大计、质量第一”的方
针，积极鼓励施工企业提高工程
质量，牢固树立精品意识和品牌
意识，有力地推进了我市建设工
程的质量水平。

“商城杯”优质工程奖揭晓

2月19日，市文化馆视觉艺
术指导中心影棚，留义乌过年
的新义乌人王燕癸一家正在拍
摄全家福。

针对留义过年倡议，市文化
馆牵头组织了此次在义乌过年
的外来建设者家庭公益免费全
家福、个人纪念照等影棚约拍
活动，服务留义过年人员，为他
们留下美好、特别的回忆，让身
边更多人发现温暖、发扬温暖、
歌颂温暖。

全媒体记者 吕 斌
通 讯 员 任子安 摄

多姿多彩
一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