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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刘银艳
通讯员 张一叶

拿着医保卡，却在有的协议零售
药店大肆购买纸巾、香皂、食用油等
生活用品，这是医保基金监管部门不
允许的，也是近期由湖南省医疗保障
局、长沙市医疗保障局联合开展的省
市联合打击欺诈骗取医保基金专项
行动要重点监管的行为。

此次专项行动，针对长沙市范围内
的协议医疗机构和零售药店展开。长沙
有4000多家市医保协议零售药店的门
店，对于检查药店对医保协议的履行情
况，看是否有违约行为，专项行动检查
组习惯称之为“扫街”。5月22日，记者跟
随检查组的工作人员去“扫街”。

“请悬挂非医保刷卡区
的标志”

专项行动启动之初，检查组早已
将随机抽取的要抽查的协议医药机
构的名字密封保存，待每次行动时再
启封行动。5月22日，启封的是养天和
大药房， 这家大药房在长沙有500多
家连锁门店， 按照抽查10%的标准，
意味着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要抽查
50多家门店。

“扫街”第一站，是该大药房位于

香樟路的一家门店。
记者跟着工作人员走进药店，正碰

到有消费者挑选了牙膏、 香皂等准备拿
医保卡刷卡消费，药店工作人员忙表示：
“这一类商品不能刷医保卡。”

此次对于协议零售药店，重点查
处的就是是否有聚敛盗刷医保卡，或
诱导参保人员购买化妆品、生活用品
等行为。看来这家药店对于不能用医
保卡消费生活用品的规定， 非常清
楚。 检查组向药店工作人员亮明身
份，继续检查。

检查组注意到， 药店对于处方药、
非处方药等功能分区，用指示牌进行了
标注，但忽视了重要的一点，没有悬挂
非医保刷卡区的标志。长沙市医疗保障
局门诊统筹科副科长杨斌向其提示：
“请悬挂非医保刷卡区的标志。”

为什么协议零售药店可以销售化
妆品、生活用品这一类商品呢？检查组
工作人员表示， 药店在进行工商注册
时， 营业执照上的经营范围可以包括
化妆品、生活用品这一类商品。但参保
人员医保卡里的个人账户费用， 只允
许用来在药店购买药品或上医院看门
诊购药时使用。 所以医保监管部门与
药店签订服务协议时， 会要求他们悬
挂非医保刷卡区的标志。

但专项行动启动以来，检查组发

现有相当一部分药店没有按要求悬
挂，如果被检查到，就会以“忘记了”
“还没来得及去总部领取标志牌”等
理由搪塞。这也难免有的药店钻了空
子，诱导参保人员刷医保卡购买化妆
品、生活用品等。

专项行动启动以来，检查组就检
查到竹海堂大药房的一个门店存在
让参保人员刷医保卡购买生活用品
的嫌疑，正在作进一步查实，届时将
向社会公布查处结果。

而对于没有按要求悬挂非医保刷
卡区标志的门店，检查组表示，会在专
项行动结束后，汇总后告知与市医保局
签订医保协议的药房总部，责令整改。

只 有 规 范 药 店 履 行
医保协议的行为，才能保证
医保基金的使用安全

5月22日抽查的养天和大药房在
长沙市雨花区五江天街附近的另一
家门店，专项行动检查组发现其既没
有按要求悬挂非医保刷卡区标志，医
保银联商务小票上的商户名称与营
业执照上的名称也有部分不一致，工
作人员解释是药房总部更名后，没及
时与银联沟通将POS机进行更改，并
保证马上向总部汇报，进行整改。

这样的细节，检查组为什么也要

查呢？
长沙市医疗保障局门诊统筹科

副科长杨斌告诉记者，这样能发现医
保银联POS机是否被移机。

原来，签了医保协议的连锁药店的
每一个旗下门店，每个医保银联POS机
只对应一个商户名称和一个终端编号。
检查组会检查其商户名称、终端编号以
及门店地址与药店在医保局留存的信
息是否一致，从中就能发现这台医保银
联POS机被移给其他门店使用了。

“在以往的检查中，我们就发现
过有的药房某家门店已停业了，但医
保银联POS机移给了其他门店使用；
有的药房新门店刚开业还不具备申
请签订医保协议的条件，就把老门店
的医保银联POS机移过来使用聚人
气，这都是医保协议中禁止的行为。”
杨斌提到。

检查组还发现，在前期的专项行
动中， 竹海堂大药房的一个门店就存
在为隔壁一家没有签订医保协议的诊
所提供刷卡服务的嫌疑， 这也是医保
协议不允许的，正在作进一步查实。

“扫街”，很辛苦，考验的是耐心
与细致；“扫街”，还在继续，检查组工
作人员心中始终有一个信念，只有规
范药店履行医保协议的行为，才能保
证医保基金的使用安全。

聂廷芳

A股如演戏 ，演完一幕 ，进入
下一幕。

今年第一幕，沪指2440点直达
3288点。 短短3个月，848点空间一
口气拿下，两市日成交额频频突破
1万亿元。市场情绪大受鼓舞，找回
了牛市的感觉。

4月8日沪指3288点之后，市场
进入回调，低点见2838点 。市场情
绪变得谨慎。这可算作第二幕。

一季度为什么牛气冲天？主因
是“跌多了要涨”，刺激因素是消息
面。848点暴涨，正好收复了2018年
3月下旬至年底贸易摩擦的沪指
“失地”。

进入二季度 ， 为什 么 不 涨
了 ？一是A股规律 “涨多了要跌 ”、
技术上合理调整 ，二是贸易摩擦
消息变紧 。对于第二幕 ，笔者在
与投资者的日常交流中 ， 提出
“一分为二 ”：

上证50、沪深300、上证指数 ，
中线看平、偏多，不可以大肆看空；

平均股价指数、创业板、中证
1000，中线看淡、偏空，消化过大的
涨幅。

中登公司数据显示， 截至3月
末，沪深两市投资者数量为1.51亿
户， 首次突破1.5亿户， 创历史新

高，股市既不缺“人头”，也不缺资
金。

沪指现时2800多点， 论估值、
基本面，论技术面、资金面，战略做
空是不明智的。快速壮大、体量庞
大的公、私募，重兵囤积上证50、沪
深300，使得大盘股、二线蓝筹构成
股市脊梁，对上证50、沪指形成“顶
托”“兜底”。

平均股价、创业板指数 ，由于
一季度暴涨， 大批个股股价翻倍、
翻几倍、个别股涨幅5到10倍，A股
有个积习短时间难以改变：“股价
怎么上去，还得怎么下来。”因此要
中线看淡。

第二幕何时结束，多头行情何
时回来，看两点。

一看A股的特性。大规模上涨
之后，要沉寂较长时间，所谓“牛短
熊长”。

二看贸易摩擦消息。 近期，上
证50、沪指表现出一定程度的 “抗
跌打”“抗摔”， 仍然会受到大消息
的牵引。 好的大消息向上牵引，不
好的大消息负面牵引。

“奋战”A股多年，有一心得：
戒除短炒， 不做高频交易，不

参与炒小、炒差、炒劣；选择超跌、
低价、低估值、绩优二线蓝筹，中长
线持股，可远离风险，最终实现价
值投资收益。

股市第二幕 蓝筹是堡垒
谈经论市“扫 街”

———省市联合打击欺诈骗取医保基金专项行动侧记

湖南日报5月26日讯（记者 刘永
涛 通讯员 杨天午）智能网联汽车测
试应用场景中，“人、财、物”标的潜在
风险如何防范化解？创新保险产品来
护航。24日， 湖南人保财险携手湘江

智能科技创新中心，推出我省首个智
能网联汽车组合保险产品，对智能网
联汽车产业链进行风险防范和管理。

智能网联汽车组合保险产品，通
过承保财产险、责任险、机器设备损

失险、意外伤害保险等“一揽子”组合
保险，精准切中我省智能网联汽车产
业发展的风险点，为产业创新发展系
上“保险带”。该产品保费费率低、覆
盖范围广、保障全面，具有良好的经

济补偿功能。
据了解， 湖南人保财险还与湘

江智能科技创新中心共同成立智能
网联汽车金融保险联合创新实验
室 , 通过大数据共享及风险数据分
析， 探索创新智能网联汽车保险政
策、产品、配套服务等，为智能网联
汽车安全进入应用领域量身定制金
融保险服务，推动“保险+科技+服
务”模式落地。

护航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
湖南推出首个智能网联汽车组合保险产品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龚卫国

5月15日，走进芷江侗族自治
县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七里桥安
置区“扶贫车间”里，只见40多名
工人在生产线上有条不紊地忙碌
着。负责人介绍，在这里上班的都
是安置区的搬迁户。

“上楼住新房，下楼把活干，党
的政策好，脱贫奔小康……”工人
罗小妹一边干着手中活，一边向记
者念起了顺口溜，幸福的笑容挂在
脸上。

2017年4月，建档立卡贫困户
罗小妹从碧涌镇汪碧山村搬入七
里桥安置区，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
进入“扶贫车间”工作。她对现在的
生活很满意，“在家门口‘扶贫车
间’上班有稳定收入，每天下班后
还可以做家务。”

“通过培训上岗，现在试用期
工资只有1500元， 两个月后工资
按计件算，到时会增加收入，还能
照看家里两个小孩，顾家增收两不
误。” 家住安置区的梨溪口乡大松
口村搬迁户张丽娟开心地说。

通过政企合作，芷江引入怀化
华晨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在安置区
建立“扶贫车间”，吸纳易地扶贫搬
迁户就业。

“点业融合稳得住。”芷江易地
扶贫搬迁工作联席会办公室负责
人介绍，在安置点规划产业，全力
实施后续产业及就业帮扶，巩固易
地扶贫搬迁的成果。

在芷江城郊七里桥的山塘水
库中，一群群麻鸭“嘎嘎嘎”地欢快
嬉戏。这里养殖的麻鸭，大都是易

地扶贫搬迁户饲养的。
“2017年初，一家6口刚搬到

七里桥安置点，当时确实有点担心
以后生计问题，我和爱人参加了县
里举办的养殖技术培训班，又被吸
纳到芷江民丰农牧实业有限公司
易地扶贫养殖基地上班，两人月收
入达5000元， 心里才有了底。”洞
下场乡天堂坪村易地扶贫搬迁户
粟小平感叹：“送钱送物不如送技
术。”

养鸭要技术。不满足现状的粟
小平白天在基地与鸭为伍，晚上回
到家认真学习养殖方面书籍知识，
掌握了一技之长的他决定自主创
业。

“公司统一免费发放鸭苗，统
一技术服务，统一保底价收购，让
我吃了定心丸。” 粟小平介绍，从
2017年11月开始，他依托“公司+
农户”的直接帮扶模式，饲养了第
一批6000羽麻鸭，两个多月出栏
后， 纯赚28000多元。2018年，他
又养殖了3批麻鸭， 纯收入达8万
多元。同样，在七里桥安置点，拥
有一技在手的张学堂、李复元、张
实良等12户搬迁户也走上养鸭致
富路。

“稳得住，能致富 ”，发展后
续产业扶贫是关键。芷江紧扣就
业脱贫， 出台各种优惠政策，积
极鼓励企业到各个安置点设置
加工点，建立种养殖基地，帮助
搬迁户就地就近就业。 同时，进
行“传、帮、带”实地培训，有效地
促进了搬迁户对技术的掌握 。
2018年，全县搬迁户人均纯收入
达9586.7元，全部如期实现稳定
脱贫。

精准扶贫在三湘

点业融合稳得住
———芷江侗族自治县易地扶贫搬迁

发展后续产业见闻

开辟赶超新战场荨荨（上接1版）
这是一次重大发展机遇。邵阳市迅

速反应，当年开始实施作为当地经济发
展“一号工程”的湘商产业园建设“4年
行动计划”，在全市12个县（市、区）设立
湘商产业园，计划建设标准厂房450万
平方米，招商入驻企业500余家。

一条黄金大动脉———沪昆高速
公路横贯邵阳，如何把交通优势变成
经济优势？ 在推进湘商产业园建设
中，邵阳市重点实施“一带一核多点”
工业走廊战略，即以沪昆高速百里工
业走廊为带， 以邵阳经开区为核，以
各县（市、区）工业园区为点，打造湘
中、湘西南面积最大、覆盖人口最多
的工业中心，开辟后发赶超和推进经
济高质量发展新战场。

邵阳市精心布局，重点推进沪昆
高速公路沿线邵阳经开区、邵东经开
区等7个中东部园区湘商产业园建
设，要求每个园区精准定位，因地制
宜明确发展方向和主导产业。主要市
级领导分别挂点联系一个园区，高位
推动，一抓到底。

同时，邵阳市一项项高含金量的
支持政策相继出台，加上20多项配套
政策，在招商引资、产业发展、企业融
资、降本减负等方面给予投资者看得
见摸得着的“真金白银”。

“湘商产业园区建设，是邵阳工
业发展新的出路所在。现在回过头来
看， 当初设定的目标不但提前实现
了，还超过了预想。”邵阳市委书记龚
文密欣慰地说。

三股力量汇成建园大合唱
春夏之交，邵东县委书记沈志定

兴致勃勃地带着记者参观了邵东经
开区湘商产业园。以“人民音乐家”贺
绿汀命名的“绿汀大道”两侧，隆源中
小企业创业园、 龙腾国际工业园、巨
龙工业园、五金工业园、电子信息产
业园等令人目不暇接。 栋栋楼宇内，
一家家企业在忙碌地运转，一箱箱产
品发往世界各地。绿汀大道，奏出了
邵东工业发展最强音。

沈志定介绍，4年前这里还是一
片沉寂的郊野， 如今成为国家级、省
级示范创业园区。当地推行的“工业
地产”模式，是建设园区、搞活园区的
法宝。

说到“工业地产”，不能不提到刘
纯鹰。

湘商产业园建设之初，泰国湖南
商会会长刘纯鹰就回到家乡，联合旅
泰邵商在邵东湘商产业园投资建设
隆源中小企业创业园，率先开启“工
业地产” 建设模式。 一期投资4亿多
元，建设10万平方米标准厂房，并发
挥自己人脉广、资源多的优势，引入
境内外10余家外向型企业，园里厂房
供不应求。通过扩建，现已入驻企业
30余家。

目前，刘纯鹰正信心满满地投资
10多亿元，建设第二个“工业地产”项
目———邵东电子信息产业园，并力争
将2个园区打造成“百亿园区”。

“‘工业地产’模式的好处是完全
按市场规律办事，由社会资本运作厂
房建设、企业招商和服务管理，效果
比政府去建园区更好。” 邵阳市发改
委副主任何志红说，这一模式不但在

邵东遍地开花，还被推广到全市其他
园区， 园区社会资本投资占比超过
80%。

邵阳市以宜建宜用为目标，还探
索出园区开发、 园企共建2种行之有
效的模式。

邵阳经开区采取“园区开发”模
式，目前自建标准厂房52万平方米，实
现入园项目拎包入住、即投即产，近3
年引进80余家企业入驻湘商产业园。

洞口、隆回等县（市）采取“园企
共建”模式，由政府投资建设基础配
套设施并提供土地，组织企业按各自
需要建设厂房。

三种模式共推，政府、园区、企业
三股力量聚合。截至目前，邵阳市园
区累计开工建设标准厂房501.43万
平方米，投产392.09万平方米，厂房
建成和使用规模均居全省前列。

配套“成套”提升园区
吸引力

在邵阳县工业集中区，记者听到
两件有趣的事。

一是被“吓跑”的老板又回来了。
在广东东莞的邵商刘斌经营着一家
外向型企业，在邵阳县诚邀下愿意回
来投资， 但几次考察后，“吓得赶紧
跑”。原来园区配套不行，项目不好落
地。去年底，刘斌又回来了，项目开工
在即。他说：“我要在家乡工业园建一
个标志性企业。”

二是投资商想多要厂房却未能
如愿。港商苏先生投资的华登塑胶制
品有限公司去年在邵阳县工业集中

区投产后，产销两旺，他租赁的标准
厂房从1栋增加到4栋。最近他又向园
区要厂房，但园区没有再给。园区管
委会主任黄洪华说：“现在园区厂房
紧俏，一时实在拿不出来。”

黄洪华说，这一“跑”一“要”，主
要原因出在配套上。园区前几年主攻
标准厂房建设， 各项配套没有跟上
来，导致企业难落地，落地也难正常
生产。去年来，园区花1亿多元搞配套
设施建设，硬化、亮化、绿化道路，架
设了电力专线，为标准厂房安装了数
十台货用电梯， 铺设了天然气管道
等，实现提质换挡。当年入驻企业14
家，投产15家。

近年来，围绕沪昆百里工业走廊
建设，邵阳市全面加强区域内基础设
施建设。目前，全市园区累计完成配
套基础设施投资63.02亿元， 工业要
素保障能力得到显著增强。

同时，开放平台建设取得新突破，
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邵阳办事处成
立，邵阳市保税改革试点、湘南湘西承
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等相继获批。

今年5月， 隆回县三百运动用品
有限公司董事长周生良有些忙，他坐
高铁在隆回和东莞之间来回跑。原
来，他在东莞的工厂将在5月关闭，全
部迁到隆回高新区。周生良说：“邵阳
现在的交通条件、 园区条件都不错，
我有信心把家乡隆回打造成全球有
影响的高尔夫运动系列产品开发、生
产、销售基地。”

去年12月26日，在邵阳境内几乎
与沪昆高速公路平行的怀邵衡铁路
建成通车，沪昆百里工业走廊交通条
件升级， 让不少投资者欣喜不已。到
去年底，沪昆百里工业走廊入园企业
占全市入园企业总数88.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