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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借亲友医保卡配药后半价卖出
上海警方全链条捣毁一诈骗医保基金犯罪团伙
□见习记者

翟梦丽

租借他人医保卡,以帮助行动
不便亲友为由频繁代为配药， 后半
价出售给药贩， 进而销往全国各
地。 这样一个配药、 仓储、 运输、
贩卖医保药品， 诈骗蚕食国家医保
基金的犯罪团伙近日被上海公安机
关一网打尽， 警方在上海、 安徽、
河南等地抓获犯罪嫌疑人 24 名，
现场查获的药品价值 164 万元。
医疗保障基金是人民 群 众 的
“看病钱” “救命钱”， 基金的使用
安全涉及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 关
系医疗保障制度的健康持续发展。
上海公安机关历来高度重视打击医
保诈骗犯罪， 采取有力措施有效遏
制此类案件发案， 避免医疗保障基
金流失。

租借医保卡大量配药

2020 年 8 月， 上海市公安局静
安分局接到市医疗保险监督检查所
工作人员报案， 称根据医保数据监
测发现本市多名参保人员陆某伟、
薛某兰等人， 长期持本人及所谓
“亲戚朋友” 的数十张医保卡， 在
杨浦、 长宁等多家社区医院、 民营
医院大量配取治疗高血压、 糖尿
病、 心脏病、 帕金森病等慢性疾病
的药物， 有诈骗嫌疑。

接到报案后， 静安警方高度重
视， 立即组成专案组开展侦查。 经
过一段时间的侦查， 警方发现本市
参保人员陆某伟、 薛某兰等人不仅
使用本人医保卡高频度配药， 而且
以各种借口向亲戚朋友借用医保
卡， 甚至以每张卡每月数百元不等
的价格向其他参保人员租借。 在收
集了大量医保卡后， 陆、 薛等人则
假借帮助行动不便的亲戚、 朋友配
药为由， 从社区、 民营医院内大量
配取药品。
侦查员调查发现， 该配药团伙
采取了多次就诊少量配药的做法，
轮流使用收集到的医保卡， 避免一
张医保卡高度集中重复使用。 陆、
薛等人几乎每天都在各个医院之间
往来奔波， 每人每次使用 2 到 3 张
医保卡， 每次所配药量也始终保持
在限定的额度以下， 以此来避免因
就诊次数、 费用异常和一次性配取
大量药物而引起医保部门的警觉。

犯罪团伙分工明确
经过进一步侦查， 警方发现陆
某伟在每次配完药后， 都会联系一
个并无药品经营资质的药贩子郑某
龙， 以药价的 40%到 50%将药品出
售给他。 而郑某龙则是通过社交平
台与收药的上家进行联系， 根据对
方提供的药品种类、 数量、 价格等

要求， 从配药人员手中回收药品。
在回收到符合要求的药品后， 郑某
龙以药价的 50%到 65%出售， 并将
药品打包交由负责运输的刘某辉、
王某彬， 两人负责将药品发往安徽
等地。 而每次运输， 刘、 王两人以
每箱 50 元的价格收取运费。
以此为突破口， 专案组层层上
溯， 一个以犯罪嫌疑人陈某华、 赵
某晨 （女 ） 、 赵某凡为首的家族式
犯罪团伙逐渐浮出水面。 在该团伙
的主导下， 配药、 仓储、 运输、 贩
卖四个环节分工明确、 环环相扣。
位于河南的犯罪嫌疑人赵某晨
专门负责通过社交网络联系下家药
贩为其供货， 并通过 ATM 机进行
资金结算。 而其丈夫陈某华则专门
负责联络 买 家 ， 以 药 价 的 60% 到
80%将收来的药品再贩卖至外地。
而位于安徽的犯罪嫌疑人赵某凡是
赵某晨的弟弟， 他负责接收刘、 王
等人运输而来的药品， 并驾车驳运
到住处储存。 在与买家确定了药品
的品类和数量后， 陈某华便会电话
指挥赵某凡通过物流将储存的药品
分拆， 分别寄往重庆、 河北、 山西
等地的买家处。

周密部署一网打尽
经过近半年的持续深入侦查，
静安警方会同医保部门查明了相关

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和行动规
律， 于今年 1 月 14 日在上海、 安
徽、 河南等地同步开展集中收网行
动， 成功将本案涉案犯罪嫌疑人一
网打尽， 在赵某晨、 陆某伟等人住
处当场查获各类药品 4 万余盒， 价
值 164 万余元。
目前， 犯罪嫌疑人赵某晨、 陈
某华、 赵某凡、 郑某龙等 14 名犯
罪嫌疑人因涉嫌非法经营罪， 犯罪
嫌疑人陆某伟等 7 人因涉嫌诈骗罪
被依法批准逮捕， 其余 3 名犯罪嫌
疑人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案
件在进一步侦查中。
据上海市公安局新闻发言人办
公室庄莉强警官介绍， 常见的医保
诈骗案件类型主要是使用他人医保
卡或组织他人使用自己医保卡配取
大量药品后转售牟利， 呈现以下特
点：一是团伙化运作。 团伙内成员分
工明确，从收卡配药、回收药品、仓
储运输到最后贩卖， 各个环节都有
“专业团队”各司其职，配取的药品
基本不在当地贩卖， 一般均运往外
地的私营药店出售。 二是隐蔽性较
强。 许多犯罪嫌疑人为了逃避监管，
采取每月多次就诊少量配药的形
式，聚少成多的囤积药品，同时定期
轮换用卡， 不长期使用某一张医保
卡。三是利益性明确。 个人使用医保
卡购买药品时， 一般需负担药价的
10%到 30%，而药贩最终卖出价格为

黄浦一居民楼外墙高坠砸死居民

没来上海却产生罚单
青浦警方查获假牌车

事发前刚做修缮
□记者 夏天
本报讯 3 月 22 日晚， 上海
黄浦区西凌新村小区发生一起居民
楼外墙立面高坠、 砸死一位居民的
悲剧。 记者了解到， 涉事居民楼刚
做完修缮工作， 目前检测排查工作
正在展开， 截至记者发稿暂未有官
方通报。
据小区居民陈先生介绍， 透过
他家窗户可清晰看到， 被砸女子仰
面朝天倒地， 身边都是砸得粉碎的
墙体残片。眺望墙体剥落处，位于高
楼 15-16 层之间， 足有近 2 层楼
高。而就在这面墙体上，不乏此前修
缮过的痕迹。陈先生披露，这批高层
居民楼刚做完相应修缮更新工程。

经负责小区管理的上海南房集团物
业管理有限公司核实： 这批居民楼
建于 1994 年。 墙体在 2008 年曾做
过翻新，事发前也正在修补当中。
悲剧发生后， 120 急救人员、
110 民警等接报赶赴现场， 将被砸
送往附近医院抢救， 但不幸的是，
这名女子最终宣告死亡。 而小区门
廊顶部也有一些构件被砸坏凹陷，
一根电线集束掉落下来。
事发后， 西凌新村彻夜开工搭
建脚手架， 准备安装防护网， 有居
民表示噪音响亮难以入睡。 目前事
发小区大门区域已临时封闭， 另外
两处大门可正常出入。 而南房公司
表示， 相关部门已对这批居民楼外
墙开展检测排查工作。

□记者 胡蝶飞

金山：特警投入春季大练兵活动
□通讯员 董文彬 摄影报道
本报讯 上海市公安局金山
分局特警支队特警投入春季大练

兵活动。 坚持从高从难从严入
手， 着力练就克敌制胜， 硬功
夫。 图为特警队员正在进行射击
训练

12名船员携带疑似象牙制品被查

吴淞海关在入境船员行李物品中查获64件象牙制品

□见习记者

翟梦丽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上海海关
处获悉，3 月 19 日， 上海吴淞海关
缉私分局立案调查一起象牙制品走
私案， 涉及某国际航行船舶中国籍
入境船员 12 名， 查获象牙制品 64
件、共计 2 千克。这是上海吴淞口岸
首次在船员行李中查获象牙制品。
3 月 10 日 ， “索 菲 亚 海 洋 ”
轮靠泊上海罗泾码头。 上海吴淞海
关现场查验过程中， 部分船员出现
举止异常的表现。 几名船员陆续从
衣袖遮盖的手臂上臂、 手肘等处褪
出手镯、 手串， 从衣领中、 衣物内
侧口袋中掏出挂件等物品， 还有几
名船员将此类物品藏在折叠伞中、
缝制在贴身衣物上、 佩戴在衣服夹
层中， 企图逃避监管蒙混过关。
经盘查清点，共查获 12 名船员
携带疑似象牙制品 64 件，共计 2 千

克。经鉴定，所有象牙制品均为现生
象 （非 洲 象 和 亚 洲 象 ） 制品，属于濒
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
I、附录 II 商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濒危野生动植物进出口管理条
例》及相关法律法规，除合法持有国
家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机构核发的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允
许进口证明书的情形外，通过货运、
邮递、 快件和旅客携带等方式进口
濒危象牙制品的行为均属违法。 海
关缉私部门遂对 12 名船员走私象
牙制品行为予以立案调查。 另查获
疑似海马干 1 只、 木质制品 13 件，
有待进一步鉴定结果。
据了解， 航行过程中， 该轮在
非洲逗留了较长时间， 所有象牙制
品均为在当地购得。 一名涉案船员
表示， 只是想买几件稀罕物， 回到
家乡后好在乡亲们面前显得“有面
子”， 没想到触犯了法律。

药价的 60%到 80%， 其中约 50%的
差价就是各个环节非法赚取的利
益， 而这笔利益就是来自国家的医
保基金。
药品的运输与配送有着严格的
规定和管理制度， 个人或企业在未
获得相关运输、 配送资质的情况下
不得从事药品运输和配送。 犯罪团
伙以普通物流的形式进行药品运
输，完全不符合必要的运输条件，极
有可能使药品受到污染或失效。 而
病患在服用这些可能失效、 污染的
药品后不但对治疗疾病没有任何帮
助，还极有可能对身体造成危害。
据介绍， 犯罪分子收集医保卡
一般有三种途径： 一是以帮忙买药
等各种理由， 骗用亲朋好友的医保
卡； 二是承诺给予一定费用， 从亲
朋好友处借用医保卡； 三是面向不
特定的持卡人以定期租赁或提成方
式租用医保卡。 无论是以何种方式
提供医保卡给犯罪分子骗取医保基
金， 一经查实， 医保部门将对持卡
参保人员的医保账户暂停医疗费用
联网结算 3 至 12 个月， 追缴医保
基金损失并处罚款。 如涉嫌违法犯
罪， 公安机关将依法追究法律责
任。
《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
条例》 将于今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公安机关将会同医疗保障部门， 严
厉打击整治各类医保诈骗犯罪。

共享单车乱停放
□杨奕 摄影报道
本报讯 共享单车乱停放一
直是个令人头疼的问题。 在国权

路政化路路口， 斑马线上每天都
横七竖八地乱停放着共享单车，
直接影响了路人的正常通行和市
容市貌， 为何至今没人来管理？

本报讯 近日， 青浦警方依法查
处一起使用伪造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
为， 抓获一名违法人员。 目前， 违法
人员顾某因使用伪造机动车号牌被青
浦警方依法行政拘留。
今年 1 月下旬， 青浦公安分局交
警支队事故审理大队接到一名外地车
主沈先生举报，其名下一辆浙 A 牌的
轻型栏板货车莫名其妙在上海市青浦
区产生了一条交通违法记录， 而自己
的车子却没有来过青浦， 怀疑其车辆
被套牌。接获线索后，民警发现在青浦
区的违法车辆竟然是一辆黑色小轿
车。经过仔细核对确认后，发现这辆黑
色小娇车确实悬挂的是浙 A 的号牌，
与沈先生的车辆牌照一致， 遂民警初
步判定这辆黑色小轿车是套牌车。
随后民警发现其轨迹比较异常，
时有时无断断续续， 正当民警想对车
辆进行布控的时候， 却发现这辆车没
了踪迹。 难道一辆车就这样凭空消失
了？ 民警随即调阅大量公共视频， 发
现一辆苏 F 号牌的黑色轿车与嫌疑车
辆高度相似， 且行驶轨迹与嫌疑车辆
基本相同。 民警判断这两辆悬挂不同
车牌的黑色轿车可能是同一辆车， 通
过综合研判分析， 民警最终成功确认
了该黑色轿车的车主身份信息。 今年
2 月下旬， 民警至嘉定区一小区将违
法人员顾某抓获， 并在顾某居住的小
区内查获苏 F 号牌的黑色小轿车， 并
在其后备箱内找到了牌号为浙 A 的
车牌， 民警随即将顾某传唤至交警支
队作进一步调查。
经审查， 违法人员顾某交代，
2020 年 3 月， 其在一垃圾场附近捡
到一副号牌为浙 A 的车牌， 后便将
这副牌照拿来使用以此躲避各类交通
违法行为。 另其交代， 长途通勤时其
会重新安装回自己的苏 F 号牌通勤，
就这样来来回回替换着使用， 直到被
民警查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