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安宁医院从2009年至2012年间，共虚列住院病人2962人次，套取医保资金2414万余元———

挂床住院，骗保新招数
!

江 舟 郭艳华

!"#$

年新春来临之际!南中国

海上的美丽宝岛海南! 再一次吸引

了人们惊诧的目光"

海南省安宁医院伪造
#%#!

名参

加医疗保险患者病历!在
&

年内骗取

!$'$

万余元医疗保险基金" 安宁医

院原院长符永健在担任院长期间!为

他人在项目承建#医药设备采购#工作

调动等事项中收受当事人贿赂共计

$"(

万元" 此案经海口市检察院审查

向法院提起公诉!

!"'$

年
!

月
!)

日!

海口市中级法院对海南安宁医院涉嫌

合同诈骗案! 医院院长符永健涉嫌合

同诈骗#受贿案开庭审理"法庭经过审

理!

!

月
"#

日! 海口市中级法院作出

一审判决!符永健因犯合同诈骗罪#受

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

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罚金人

民币
'"

万元! 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

'"

万元"符永健没有上诉"

群众投诉

牵出医院骗保案

一封封举报信! 将海南省安宁

医院在履行医疗保险服务协议中!

采取虚构事实的手段骗取医疗保险

基金数千万元! 医院院长符永健为

他人谋取利益! 从中收受他人巨额

贿赂的黑幕戳穿了一个洞"

!"'&

年
!

月! 海南省纪委委托

海南一家会计事务所对群众举报的

问题进行专项审计!审计结果显示$

海南安宁医院从
!""*

年至
!+'!

年

间! 共虚列住院病人
!*(!

人次!套

取医保资金
!$'$

万余元"

审计结果!令人震惊"海南省社

保局有关负责人十分感叹地说$省级

公立医院从上到下如此大规模的套

取国家医保基金! 在全省还是第一

例!在全国也不多见"审计发现
!""*

年至
!"'!

年!海南省安宁医院%挂床

住院&进入了失控状态!某科室实有

%(

张病床!

!"''

年登记住院病人最

高达到
!!)

人! 是病床数的
!,(

倍"

所谓%挂床住院&!是患者办理了住院

手续但实际上并未入住病房接受治

疗!仍由国家医疗保险基金为其支付

费用!这是一种典型的套取国家医疗

保险基金的违法行为"

随着%挂床病人&越来越多!其

漏洞也越来越大!据办案人员介绍!

一些伪造的病历材料! 不仅出现多

个雷同病历! 甚至不同患者检查项

目的化验单数据竟然完全相同!这

种现象根本不可能出现"

医院其他院领导以及医教科 #

医保办等部门负责人! 曾多次向院

长符永健提起%挂床住院&的问题!

但都没有引起符永健的重视! 他甚

至公开宣称$%医保的钱又没到我自

己的口袋里!不会出事的"&

!+#+

年至
!+#!

年初!海南省社

保局和海口市社保局对安宁医院作

出%扣费#暂停申报医保资金&等处

理!要求医院进行整改"然而!符永

健依旧我行我素!为了应付检查!他

还要求医院各科室! 在社保部门检

查时要通知%请假病人&回医院"

东窗事发

闻听审计心胆寒

其实! 就在会计事务所对安宁

医院审计时! 符永健便承受巨大的

精神压力" 几年来医院屡屡套取国

家医保金及自己收敛的几百万元贿

赂款!让他过上了提心吊胆的日子"

审计快结束时!他怕受贿败露!

就与海南佰和医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潘某取得联系! 提出要退回
*

万元

%好处费&"双方见面后!符永健反复

叮咛$%你可千万不能落井下石!切

记无论任何人找你! 只能说送过我

*

万元"&并让潘某写下了收条"

紧接着! 符永健又联系海南国

人药业有限公司老总王某! 退回了

!

万元"案卷资料显示$符永健共向

潘某等
(

人退回赃款
$-

万元"

法院审理查明!符永健先后
*)

次收了
#%

人的
$+(

万元贿赂款"

符永健以为退出了部分赃款就

可以躲过一劫" 他向退回赃款的
(

位老总们反复叮嘱! 一旦有事不能

出卖自己"他以为万无一失了"

利益驱使

疯狂骗保利均沾

海南省安宁医院是一家精神病

专科医院!

!++*

年至
!+#!

年! 安宁

医院与海南省# 海口市两级社会保

险事业机构签订了 '城镇从业人员

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医疗服

务协议(! 由于精神病复发率较高!

患者一般需要长期治疗" 一些患者

在医院住久了! 出院后时常出现不

适应的状况!又需要返院治疗"

于是! 医院采取了让病人先请

假回家一段时间! 如果能适应就办

理正式出院手续! 不适应就继续住

院的办法"久而久之!医院一些科室

动起了歪脑筋! 找到了为医院增加

收入的捷径)))安排 %挂床住院&!

套取国家医保资金"

办案人员发现!

!++%

年下半年!

安宁医院开设了老年科" 一开始病

人很少! 为了拉拢病人住院增加业

务量!老年科开创了低收押金入院!

减免个人费用出院的先例"之后!他

们正式开始弄虚作假! 虚开检查项

目和医嘱!大量%挂床&套取医保"

套取的医保基金只能转账到医

院账户!并不能直接到个人手中!为

什么医护人员却要以身试法* 办案

人员了解到! 安宁医院实行的是医

护人员奖金与科室收入挂钩的分配

模式"医院老年科的做法!不但让医

院其他科室眼热心动!而且身为医院

院长的符永健得知后! 更是大为赞

赏! 他多次在医院会议上表扬老年

科$%老年科为全院带了个好头!他们

肯动脑筋!富有开拓进取精神!如果

全院都向老年科那样!何愁医院不发

展!何愁医护人员待遇提不高"&

据一位护士介绍! 那段时间给

病人办理入院手续时只要说 %这是

请假病人&!大家就心照不宣地明白

了$这类病人不用交住院押金!也根

本不用住院"

!++*

年至
!+#!

年!是安宁医院

发展最快的
&

年! 同样! 也是医院

%挂床住院& 现象最为严重的
&

年"

符永健用这些骗来的医保金! 开始

了医院基础建设!装修办公楼!建综

合病房!购买医疗器械!发放员工工

资奖金等福利"

利欲熏心

采购药械收贿款

符永健受贿案由海南省检察院

指定海口市检察院立案侦查"

符永健在任海南省安宁医院院长

之前!干过法医!做过医师!又具有大学

学历! 特别是对海南的结核病防治和

非典期间防控工作有过贡献" 就是这

样一个充满抱负的医生!升任院长后!

随着职务的升迁!权力的加重!思想也

发生了蜕变! 直至一步步走向了凭权

敛财收受贿赂的犯罪深渊"

在这起套取医保基金案中!办案

人员发现$符永健一方面打着%为了

医院发展& 的口号纵容套取医保金+

一方面在工程建设#医疗器械及药品

采购中大肆收受贿赂"安宁医院一些

医护人员说!很多时候符永健都在咖

啡厅#茶馆里%办公&!和他一起喝茶

的都是药品供应商和医疗器械供货

商"对此!符永健供认不讳"

符永健自己列有一张 %欠款

单&!上面写着医院对各药品公司欠

款明细表!应该支付多少药款!药企

该给他多少回扣" 每当快到结算时

间!有药企老板打电话约他喝茶时!

他就明白!是送钱来了"

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黄

某深有感触地对办案人员说! 逢年

过节必须给符院长送红包! 借着节

日向符永健院长表达谢意! 已成为

%潜规则&!一般每次几万元"如果不

送! 很可能就会被其他公司给抢占

先机"

!++-

年至
!+#!

年! 黄某先后

分
*

次送给符永健共计
(+

万元"

办案人员算了一笔账! 在符永

健任安宁医院院长的
(

年中! 先后

收受
#(

家药商和医疗器械供货商

(%

次送的贿赂款达
&&%

万元之巨"

财迷心窍

发包工程暗敛财

在符永健还没有当上医院院长

之前 ! 他就听说搞工程可以拿回

扣# 好处费! 在他当了院长后! 更

是悟出了权力与金钱的特殊关系"

那是
!+#!

年下半年 ! 海南省

第四建筑工程公司在符永健的关

照下承揽到安宁医院精神科综合

病房工程 " 工程到手 ! 第四建筑

工程公司项目经理潘某始终不敢

忘记当初对符永健感谢的承诺 !

是年春节前的一天 ! 潘某约符院

长来到海口市南海大道宝驹酒店

附近送给符永健港币
)

万元" 符永

健没有推辞! 将
)

万元港币装入公

文包便匆匆离去"

符永健身为医院院长! 大权独

揽! 凡是有好处的事! 他都不忘捞

一把! 在他任院长期间! 利用员工

调动工作之机 ! 收受
!

万元好处

费" 难怪医院员工们在窃窃私语$

%符院长真是财迷心窍! 调动工作

的穷员工他也收钱! 收了那么多黑

心钱 ! 早晚要遭报应的 "& 最终 !

符永健真被员工们言中了"

办案人员在讯问其受贿动机

时! 他承认自己是因一时贪念! 陷

入了药械购买及建筑工程领域 %潜

规则 & 的深渊 " 面对检察官的讯

问! 符永健对自己的受贿事实供认

不讳"

该案侦查终结后 !

!+#&

年
##

月
(

日移送审查起诉+ 被告单位海

南省安宁医院# 被告人符永健涉嫌

合同诈骗罪一案由海口市公安局侦

查终结!

!+#&

年
##

月
%

日移送海

口市检察院审查起诉! 海口市检察

受理后! 因两案涉及同一被告人符

永健 ! 决定并案审查 !

!+#&

年
#!

月
!#

日! 两案一并向海口市中级法

院提起公诉"

!+#$

年
!

月
!)

日法院开庭审

理了此案!海口市检察院指控称$%安

宁医院在履行医疗保险服务协议的

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的手段骗取医

疗保险基金
!$#$

万余元! 符永健利

用职务便利!收受他人财物共计
&*-

万元!港币
)

万元!美元
%+++

元" &

在庭审现场! 来自全省各二级

医疗机构的院长和书记! 各三级医

疗机构领导班子成员! 省卫生厅直

属各单位领导班子成员! 省人民医

院副处以上干部! 省安宁医院# 省

中医院# 省保健院中层以上干部及

卫生厅机关各处室主要负责人等

&++

多名干部参加旁听"

%这是一次生动的廉政教育 #

警示教育"& 海南省人民医院院长#

党组书记李灼日深有感触地说! 医

疗机构必须加强管理! 任何事都不

能突破法律的底线 " 旁听人员纷

纷表示 ! 这种面对面的实地教育

令人震撼 ! 用身边反面典型教育

身边人的方式更能触动人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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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拍案

对不起，你没诚意

对不起!没关系"不好意思打扰

了!不用客气"这些礼貌用语谦谦之

词!似乎是我们泱泱大国礼仪之邦所

为之骄傲自豪的人文美德"但我们也

越来越发现!反躬自省#勇于承认错

误等诸如此类中华民族最重要的品

质! 已经在社会文化更迭变异后!变

得越来越少见和稀缺"儒家学说曾提

到! 君子之过也! 如日月之蚀焉"过

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古时

人们都还比较注重礼乐教化勇于认

错!可为什么今日人们谦卑和低头的

时候却越来越少!而趾高气扬!拿架

儿摆谱的事越来越多呢%

人在世上孰能无过! 犯错不要

紧!关键是犯错却不肯认错!不会道

歉!这是为何%科普作家方舟子有解

释&'第一可能是因为面子问题!中

国人有好面子的传统! 很多人觉得

认错很丢脸!于是找各种借口"第二

是(为贤者讳)!为领导#上司#权威

等等掩饰"第三!道歉意味着认错!

认错就可能被追究责任! 有人不愿

意承担责任!于是不肯认错"*

说得有一定道理" 中国人向来

把一种叫做'面子*的东西看得很金

贵"好脸儿爱面子!这一点也是中国

人诸多特质里很'闪光*的一处"在

当事人眼里!没多大的事!我干嘛还

要认错道歉% 尤其是平日里颇有面

子的人!更不愿意低头"很多时候!

只有当做错事说错话的人不道歉会

失去更多面子的时候!他才肯道歉!

尽管那种不情愿显得那么明显"

比如当年郭敬明抄袭事件!郭一

开始无视法院判决!只肯赔钱!就是

不道歉! 后来迫于压力勉强致歉!而

一些没有是非观的'铁粉*!反而称赞

他'抄也抄得畅销*!何其怪哉"最近

几天!网友爆料'三亚红树林!经济学

家金岩石牵着妙龄女散步*! 随后金

岩石通过个人微博回应出轨传闻!称

'由衷地愧对无辜受伤的妻子*!但微

博中短短几句看不出诚恳的悔意!倒

是字里行间有种 '不以为耻反以为

荣*的自豪"在这条微博道歉
$+

分钟

后! 金岩石又在微博上发表房市观

点!立即遭到网友炮轰!看来经济学

家这段时间的确'焦头烂额*"

如何表达歉意是门学问! 我们

都需要学习"其实!真正的道歉不只

是认个错! 它应该是发自内心的悔

改!是诚心诚意地请求对方原谅"公

众人物!顶着名声的光环!更应学会

如何向社会致歉" 倘若做错事还吞

吞吐吐!避重就轻!那只会升级公众

的反感对抗和演变出层出不穷的质

疑!谎言只会带来更多谎言!为自己

的前途换来更多不利因素! 想终止

的时候雪球已经越滚越大" 此前不

乏先例! 最广为人知的莫过于当年

克林顿发表的道歉声明" 性丑闻曝

出后!克林顿立即否认!直到最后才

承认'撒谎*!搞得声名狼藉"最终克

林顿才道歉&'我辜负了所有人!包

括我的妻子 " 对此我感到十分后

悔"*虽然为风波画上休止符!但致

歉的姗姗来迟令人诟病"

不会道歉的明星不是好明星 "

看看柯震东和他的经纪团队!在吸毒

被拘放出来后!第一时间在北京和台

北召开新闻发布会! 柯震东哭得是

'内牛满面*! 先甭管以后会不会再

犯!起码人家第一时间用实际行动诠

释了什么是艺术地真诚地道歉"

从社会学而言!人的成长是和犯

错概率成反比的!所谓'人非圣贤*!

那么!可以逻辑地推论&无论什么身

份#无论什么年龄的人!都必然遭遇

道歉的可能"美国北加州的凯撒医疗

保健公司对全公司
##+++

多名员工

进行培训的第一项内容&学习如何向

患者和家属道歉$台湾强冠企业董事

长由于地沟油事件两度向公众下跪

致歉++其实!我们并非没有学过道

歉的功课!也津津乐道于譬如'负荆

请罪*等高难度的道歉技术!但偏偏

丧失了'道歉*的良知"

道歉! 最重要的是有诚意 "否

则!跟死不认错也差不多"

剽 窃
近日!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科研处退

休副教授过某! 把一份举报生物系退休

教授王某的材料交给了 '现代快报(记

者"材料显示!王某用于申报教授资格的

一篇论文存在剽窃行为! 刊发该论文的

杂志!已于
!++%

年就此发出%属学术不

端行为!现撤销其论文&的声明"过某说!

从
!++%

年开始他就不断向学院实名举

报此事!可惜至今未果"

有知情者告诉记者! 江苏第二师范学

院接到举报后!学术委员会曾就此事召开过

会议!可后来没了下文"%如果确定他是学术

不端!如何处理*是教育厅还是学院拿出处

理意见*如果不是!那也应该有个说法吧,&

不过!王某接受记者采访时反驳!是

自己的学术成果先被别人用了! 因不知

情导致重复投稿!%如果我有问题! 早就

被处理了&"对此!江苏第二师范学院纪

委负责人表示!经查!王某剽窃论文情况

属实!院学术委员会已着手处理此事"

摘自
!

月
"#

日 "现代快报#

过去有句话&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

会抄不会抄" 文抄公古来有之! 究其原

因!可能是八股取士给闹的"写八股文!

材料来源无非是四书五经! 颠来倒去的

无非是那么几句话!不需要什么新意"说

是写!子曰诗云的引用倒占了大半"后来

八股取士是没有了! 但八股文的影响却

没有消除"要不然!怎么后来有了反对党

八股的提法呢%这条爱抄的隐形辫子!看

来不好剪啊,

如今我们都进入微信时代了! 爱抄

的毛病还是没改"只不过更便利了!叫复

制转发了" 好在都没把作者名字换成自

己!转来转去只为了吸引眼球"能换来个

点赞!就高兴得不得了了"

说到剽窃论文!那就大不相同了"不

说别的!成效显著!闹好了能弄个教授副

教授什么的" 比不上翰林进士可以做高

官!可待遇上可以捞个实惠!你就没事偷

着乐吧, 科学论文本来是来不得半点虚

假的!却沦为个人进身的敲门砖!实在是

一种悲哀"

举报者要讨个说法! 让人想起了打

官司的秋菊"穷乡僻壤的秋菊!高等院校

里的老师!两者实在是离得太远了"可他

们的诉求是一样的!给个说法吧,

学术上的事! 学术委员会应该是明

白的"剽窃了就是剽窃了!没剽窃就是没

剽窃"别让举报和被举报者等退了休!等

白了头" 古代曾有位高官总结过为官之

道!其中一个诀窍就是个'拖*字"一拖百

怨了!一拖万事休"拖得你精疲力尽!拖

得你有苦难言!最终拖得你四大皆空"等

到你连解决问题的情绪都没有的时候!

'拖*字诀大功告成"

做学问不是做官!评教授不是买菜!

容不得讨价还价! 更容不得弄虚作假"科

学是推动社会进步发展的重要力量!如果

科研成果都掺了水!社会又怎么进步呢%

$本期坐堂%张笑&

分析安宁医院骗保#符永健合同

诈骗#受贿犯罪的成因!有着与其他

国家公务人员职务犯罪的诸多共性!

但也有其自身的一些特点"对于自身

而言!去除非分之想!常怀律己之心

固然重要! 但环境不良商贿盛行!监

督预防不力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要有效遏制医药贿赂犯罪的势

头!强化监管预防是关键"要强化监

管必须抓源头!重打击#查处效应!

对重点和关键部位进行外围的预防

性监管就显得非常必要"为此!我们

建议!要建立'医疗系统行贿受贿黑

名单不良记录查询系统数据库*!纳

入检察机关的监督管理预防范围!

便于跟踪监督!及时预防"将违法违

规单位及人员列入'黑名单*!取消

行贿药商在医疗机构的经营权#参

与国家药品投标并予以通报曝光"

针对这起安宁医院骗取医保金

案及报销程序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检察院向有关部门提出建议! 建议

健全完善医院就诊医保报销程序管

理#规范报销票证审核流程#完善代

办制度等具体措施! 并建议有关部

门在全省开展打击诈骗医疗保险金

专项行动"

此外! 还应建立健全全国联网

的医保管理查询信息共享系统!实

现住院票证网络查询和住院时间#

地点等基本

信息查询共

享 ! 并将医

保卡使用情

况记入个人

诚 信 档 案 !

对参保人员

与他人恶意

串通骗取医

疗保险金等行为分不同信用等级纳

入医疗保险金使用诚信记录! 直接

与医保报销额度挂钩! 确保 '救命

钱*安全使用!防止被骗"

$海南省海口市检察院公诉一

处副处长 孙吴迪&

案后说法

欢迎广大通讯员加入和互动'

符永健获刑十七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