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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两起欺诈骗取医保案例曝光

特殊病种造假 男子被刑拘
■记者 李晖
福州晚报讯 昨日，
省医
保局通报省内福州、厦门、漳
州、
泉州、
宁德、
龙岩等八起欺
诈骗保典型案例。包括特殊
病种造假、冒用他人医保卡、
超量开药倒卖、
伪造证明材料
骗取医保待遇等行为，
部分涉
事医疗机构及有关涉事人员
被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其中，
福州的两起典型案
例分别是：
福州市医保部门在

日常监管中发现，
参保人江某 “高血压、糖尿病”，血压监测 为。经查，该机构通过集存
（男，
40岁，
福州市城镇职工基 记录显示正常，
住院期间未开 卡、
空刷医保卡等行为共骗取
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在 35 岁 取任何降压药、
降糖药。福州 医保基金415844.58元。福州
时即办理了高血压、
糖尿病特 市医保部门根据规定，
将该案 市医保部门根据规定将该案
殊病种，
频繁在仓山区上渡社 件移送公安机关。经公安机 件移送公安机关进一步侦查。
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医疗机构 关调查，
江某对特殊病种造假
据了解，
省医保系统始终
开取大量降压药、降糖药，且 事宜供认不讳，
共涉及违法金 保持打击欺诈骗保高压态势，
口服降糖药、胰岛素混用，没 额为40841.34元。目前，
江某 2019年以来，
全省共处理违法
有任何血糖检查记录。调取 已被刑事拘留。
违规违约医药机构 1.26 万家
医保系统数据发现，江某于
另外，
福州市医保部门通 （次），查处违规参保人 1367
2019年12月31日至2020年1 过视频监控系统发现，
晋安区 人，共追回医保基金 10.26 亿
月 1 日，
在医院住院治疗。根 五里亭社区卫生服务站疑似 元；
兑现举报奖励9例、
奖励金
据病历记录，
该患者既往史无 存在集卡、空刷医保卡等行 额13570元。

4月10日起

全国编剧人才培养学员名单公布

厦深高铁新推定期票计次票

福州编剧王英榜上有名
■记者 顾伟

报名条件的推荐人选中遴选
出来的。其中来自国家京剧
福州晚报讯 记者昨天从 院等
“国字号”
艺术院团编剧 5
国家文旅部公布的信息获悉， 人，
其余来自河北、福建等地。
2021 年全国编剧领军人才培 本月中旬起，
他们将集中在中
养计划学员遴选工作（简称编 央戏剧学院正式开班学习。
剧人才培养学员）已经结束，
在
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文学
全国 16 位入选的中青年编剧 院的王英，
现就职于福建人民
中，
包含了来自福州的王英。
艺术剧院，
创作过《县委书记廖
本次编剧人才培养学员 俊波》
（合作）和《林俊德》等话
是由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中 剧和广播剧，
曾获福建省第九
央戏剧学院组织专家，
从符合 届百花文艺奖一等奖等荣誉。

缅甸蟒皮制二胡
被马尾海关查获
■记 者 刘珺
通讯员 施腾莉

福州晚报讯 近日，马尾
海关在对一批进口旧物品进
行查验时，
查出两把含有蟒蛇
皮的二胡，
对其进行了移交处
理。
经了解，
两把申报品名为
“二胡”
的商品疑似含有濒危动
物制品。经司法鉴定中心鉴
定，
报告显示这两把二胡的琴

筒前口琴皮呈棕褐色，
鳞纹较
粗而平整，
有大块镶黑边的云
豹状斑纹，
应为缅甸蟒皮制成。
缅甸蟒属于《濒危野生动
植 物 种 国 际 贸 易 公 约》
（CITES）附录Ⅱ所列陆生野生
动物。未经国务院野生动植
物主管部门批准，
任何企业或
个人禁止运输、
携带、
邮寄珍稀
野生动植物物种及制品进出
境。目前，
马尾海关已将该批
二胡移交处理。

网面积约3平方米。该小区为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所建，
使用年
限已久，
防盗网外扩行为存在很
福州晚报讯 老旧套房装 大安全隐患。执法人员立即介
修，业主为了扩大使用面积， 入，
对违法行为予以制止，
并联系
违规扩建防盗网。近日，
鼓楼 业主进行沟通，
在执法人员多次
城管局华大中队接群众反映， 督促下，
业主自行拆除了违建。
第一时间到场处置。
下一步，
鼓楼城管局华大
据了解，
鼓楼区九彩小区 中队将继续保持对“两违”的
一业主装修时扩建防盗网，
执法 高压态势，落实现行违建“三
人员接到群众反映后马上到场 早”
原则，
有效遏制违建势头，
查看，
发现该户业主扩建的防盗 提升城市整体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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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家服务

老年公寓

称心搬家厚道经营 88788728

★养老院短期试住★83333811

家教辅导
在职教师全科，
经验丰富87818951

专业维修
疏通管道水电空调冰箱 83930782

市区国企专业养老机构 18950368618

百龄养老连锁

晋安区东山分院 83271555
仓山区福湾分院 83256599

旅客通过席位预约和直接刷
证两种使用方式乘车。
席位预约方式乘车：即
福州晚报讯 记者昨日 购买产品后，乘车人可以在
从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 12306 网站、
“ 铁路 12306”
公司获悉，
4月10日起，
厦深 手机 APP、自动售票机提前
高铁将实现达标提质，按时 预约产品所对应发到站及席
速 250 公里达速运行，
同时， 别的席位。预约席位后，乘
推出定期票、计次票等新型 车人持购买产品时所使用的
票制产品，进一步提升旅客 有效身份证件原件进站检票
出行体验。
乘车。
厦深高铁连接厦门、潮
直接刷证方式乘车：即
州、
汕头、
深圳等沿海重要城 购买产品后，当列车有产品
市，
全长514公里，
2013年开 所对应发到站及席别剩余席
通运营。
位时，乘车人可持购买产品
为方便商务通勤旅客 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
快捷出行，
4月10日起，
铁路 件，直接进站刷证检票获取
部门在厦深高铁各站间推广 席位乘车。
定期票、
计次票等灵活便捷、
此次推出的定期票、计
经济实惠、灵敏反映市场需 次票指定席位为一等座或二
求的新型票制产品，旅客可 等座，
购买产品后，
乘车人需
在 12306 网站首页购买。其 在 30 天内（含当天，
下同）启
中，定期票是指有效期内可 用乘车，30 天内未乘车的，
在限定乘车次数上限内乘坐 产品自动失效并全额退款。
指定发到站间规定列车的车 定期票、计次票为全价成人
票；计次票是指有效期内可 票，有效期从首次乘车之日
乘坐限定次数的指定发到站 起计算，铁路畅行会员购买
间规定列车的车票。
和使用产品后可累积乘车积
购买定期票、计次票的 分。

□福州市
“两违”
综合治理

老旧套房扩建防盗网被劝阻
■记 者 刘珺
通讯员 鼓楼城管宣

■记 者 李晖
通讯员 吴朋珊

福清渔溪拆除一交通堵点
小学疏散通道畅通了
■记者 王光慧

附近群众和学生家长的点赞。
据悉，该处民房是一栋
福州晚报讯 近日，福 历史违建，占地 60 余平方
清市渔溪镇组织执法人员， 米，是一处交通堵点和安全
拆除了渔溪中心小学西大门 隐患，困扰广大家长和师生
门口的一处违建民房，
打通了 已久。在拆除过程中，渔溪
学校安全疏散通道，
畅通了镇 镇、虞阳社区工作人员多次
区乐业路直接通往 324 国道 上门，
做业主的思想工作，
消
的道路，
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 除了隔阂与障碍，最终取得
了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
赢得 户主的谅解。
空调维修

海都公司空调拆装维修 8 7 2 2 9 6 6 5

空调清洗

海都空调 清洗维修
品牌空调维修拆装加氨清洗
开
询：
87288685 可
发票
管道疏通

快捷疏通大小管道、
修水管87258653

房产信息

福州市区天气预报
福州市气象台昨日 17 时发布
今天 小雨转阴，
气温14℃～16℃。
明天 阴，
气温13℃～19℃。
后天 小雨，
气温13℃～17℃。

生活指数
平均相对湿度 71.9%（居室环境最
佳值为40%～70%）。
舒适度指数 夜里-1 级，凉，较舒
适，
中午前后0级，
舒适。
紫外线指数 2级，
弱,不需防护。
明日晨练指数 4级，
不宜户外锻炼。

遗失声明

▲福州市丞相坊幼儿园遗失福建省幼儿
园收费专用票据一张，票号：1233656，金
额：
2365 元整，
特此声明作废。
▲陈伟遗失中央第五街[世邦（福州）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开具的 2 号楼 408 单元水电
保证金票据（收据号：0032927），现声明作
废。
▲ 闽 AS7855（黄 色）遗 失 营 运 证 ，证 号
350182201530，
声明作废。
▲林朝枝遗失中央第五街[世邦（福州）物
业管理有限公司]开具的 1 号楼 816 单元水
电保证金票据（收据号：1108221），现声明
作废。
▲黄青云(身份证 350600197808250526)不
慎遗失中国人寿漳州分公司保险销售从
业 人 员 执 业 证 ，执 业 证 书 号 为
00000535060000002019015895，
现声明作废。
▲林钊恩遗失助理编辑证书，证书编号:樟
（初）116-316，
声明作废。

停气通知

燃气工程施工定于2021年4月9日8:30
至12:00进行，
届时白龙山花园将停止供气。
燃气工程施工定于 2021 年 4 月 9 日
13:00 至 17:30 进行，
届时五四路（玉泉路至
永安街）以东片区、金汤巷汤泉巷以南、湖
东路（五四路至六一路）、玉泉路、金泉路、
过洋垱、温泉路及支路以北等周边片区将
停止供气。
燃气工程施工定于 2021 年 4 月 9 日
20:00 至次日 6:30 进行，届时群众东路以
南、五一路以东、国货西路（五一路—象园
头）、六一路（群众东路—国货路）等周边
片区将停止供气。
燃气工程施工定于 2021 年 4 月 9 日
8:30 至 12:00 进行，届时江厝路省直湖前
小区、湖前兰庭、天祥山庄等周边片区将
停止供气。
燃气工程施工定于 2021 年 4 月 9 日
13:00 至 18:00 进行，届时融丰锦绣山庄停
止供气。
请以上用户关闭阀门，注意用气安
全。停气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如
发现问题请及时联系 968917。
福州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征婚交友

防水堵漏

福侨大厦 520 共 78m2 招租 88502092
专业防水公司疑难补漏13696830705
有房出售或店面出售 18960905275 爱心鹊桥♥老牌婚介87112349诚信

办学场所租赁

福建财茂工业技术学校现有
1000 人规模可供合作办学。欢迎
各高职院校和初、高中以及考培训
办学单位与我校洽谈合作事宜！
学校地址：仓山区盖山镇齐安路 756 号
联系电话：
13960961628（程）

找对象 到缘润圆
www.yyloves.com

福建省情商研究会 主办

福州西湖公园正大门对面·闽发西湖广场2#501室

0591-87515527/18558827218

遗失声明

▲经营者郑皓娆不慎遗失福州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0 年 9 月 26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壹份 ，名
称：福州市鼓楼区郑皓娆 出 租 车
客 运 户 ，注 册 号 ：3501
00600017243，
现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