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记者 邱冰清 俞菀 何欣荣

高值医用耗材联盟带量采购、异地门

诊就医实现持卡结算、建立医保基金监管

长效机制……在“一揽子”政策组合拳下，

长三角百姓求医问药有了哪些新变化？

医保系统缘何进行“刀刃向内”的改革？

如何实现公平就医、舒心就诊，满足群众

就医的基本诉求？

“一揽子”利好让百姓
增加获得感

“这已经是我们能提供的国内最低价

格，真没办法再让了。”“降幅最大的产品将

成为联盟单位的必选产品。”江苏组团联盟

集中采购高值医用耗材心脏支架的现场，

企业和专家团展开“拉锯战”。三轮谈判

后，10个产品厂商递交的最终产品报价中，

4个产品降幅超50%，最高降幅达66%。

2019年江苏省成立由全省157家三级

公立医疗机构组成的省阳光采购联盟，聚

焦重点品种开展联盟采购，涉及心脏支

架、起搏器、冠脉球囊、人工晶体、人工髋

关节等5类高值医用耗材381个品种，率先

在全国开展两轮联盟带量采购，单个品种

最大降幅为 81%，全年节约资金近 10 亿

元。“挤压流通领域水分使高值医用耗材

价格显著下降。”中国医药教育协会专家

委员会委员魏子柠表示。

2018年9月起，长三角地区开通首批8
个试点统筹区，推动长三角异地就医门诊直

接结算。截至目前，苏浙皖三省全部40个城

市实现和上海医保的“一卡通”，江苏所有统

筹区和浙江部分试点地区互联互通。

60岁的曹琳年轻时在江苏徐州参加

工作，退休后在上海生活。看病在上海，

医保在徐州。“过去在上海看病，再拿着一

叠费用明细、病历到徐州报销。如今在上

海看门诊直接刷医保卡，太方便了。”

上海市医疗保障局局长夏科家表示，

长三角异地门诊直接结算是三省一市医

保和卫生部门以项目化推动一体化的有

益尝试，通过公共服务一体化增强群众获

得感。

“刀刃向内”啃下改革
硬骨头

对比 80多家康复类定点医疗机构的

财务数据后发现，2018年全市医养结合类

医疗机构平均床日费用高达643.41元。杭

州市医疗保障局随即设立问题清单、约谈

处罚，同时签订补充协议，要求将床日费

用控制在 450元以下。通过该举措，2019
年 8月至 11月，杭州康复类定点医疗机构

平均床日费用同比下降超过 20%，住院费

用减少1.54亿元，基金支出减少1.45亿元。

“很多机构一开始不理解，但我们坚

持下来了。”杭州市医疗保障局党组书记

方健国说，建章立制、堵塞漏洞的过程有

时候是“甘冒风险”的，但有所作为就势必

要有所突破。

江苏省医疗保障局局长周英表示，人

民群众的期盼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医保自

身存在的发展和保障不均衡不充分，公平

性不足，可持续性存在隐忧等问题，迫切

需要通过改革增强人民群众在医保领域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以江苏全面推进做实市级统筹为例，

明确从 2020年 1月 1日起实施基本政策、

待遇标准等“六统一”的基本医疗保险和

生育保险市级统筹制度，聚焦解决制度碎

片化、待遇不平衡等问题。“这是利益的再

调整，是‘刀刃向内’的改革，不容易。但

改革不能怕啃硬骨头。”周英说。

推动建立多层次的医
疗保障体制

医保政策直接关乎百姓的健康和钱

包。“通过医保改革，使得包括抗癌药在内

的药品降价等，成为2019年百姓最有获得

感的民生服务之一。不断提高的医保覆盖

率，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重要保障。”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胡善联说。

夏科家表示，医疗保障改革既要对标

高质量发展要求，小步走、不停步，也要尽

力而为、量力而行，做到保基本、兜底线。

从群众立场出发，切实把虚高的药价和高

值医用耗材价格降下来，简化、优化医保

办事流程，守牢医保基金安全底线。

“要厘清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基本

医保主要保基本、兜底线。要按照市场规则

开拓市场，满足多样化、差异化需求。”周英

说，促进基本医保和商业保险有效衔接，全

面建成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

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浙江省医疗保障局改革发展处处长

倪沪平提出，在“三医联动”中医保并不能

包打天下，医保改革必须与改革公共医疗

服务制度、现代医院管理制度、药品供应

保障制度等相衔接，推动医保和医疗、医

药之间的和谐发展、有序平衡。

（新华社南京1月13日电）

2019年下半年以来，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多地

警方相继曝光一批虚开发票案，其中不少案件涉案金额动

辄数十亿、上百亿元，个别案件甚至上千亿元，造成国家

大量税收损失。如此之多的虚开发票究竟从何而来？

■新华社记者 朱国亮 陆华东 秦华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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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上海1月13日电（记者 何欣

荣）上海市贯彻《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

发展规划纲要》实施方案近日正式发布。

根据方案，上海将深化“五个中心”核心功

能建设，围绕“1+8”推进上海大都市圈协

同发展，聚焦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

示范区等三大重点区域率先突破。

根据中央要求，上海在长三角一体化

中要发挥龙头带动作用。对此，上海提出，

将持续深化“五个中心”核心功能建设。比

如，在国际金融中心方面，上海将增强资源

配置功能，积极探索合格境外投资者全面

参与上海各类要素市场，大力吸引国际金

融组织、国内外大型金融机构总部入驻，建

设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加快打造全球性人

民币产品创新、交易、定价和清算中心。

在全球科创中心方面，以增强科技创

新策源能力为导向，上海将全力打造张江

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推动张江实验室创

建为国家实验室，与安徽合肥共建量子信

息科学国家实验室。加快推进软X射线自

由电子激光装置、上海超强超短激光实验

装置等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根据方案，上海将加快编制上海大都

市圈空间协同规划，围绕上海和苏州、无

锡、常州、南通、宁波、嘉兴、舟山、湖州的

“1+8”区域范围构建开放协调的空间格

局，发挥空间规划的引领作用，加强在功

能、交通、环境等方面的衔接，促进区域空

间协同和一体化发展。

公共服务的普惠便利是长三角一体

化的重要内容。上海提出，创新跨区域服

务机制，共同探索建设长三角基本公共服

务平台。探索异地就医备案互认，深化推

进异地就医直接结算，争取实现全部统筹

区和主要医疗机构两个全覆盖。建立跨

区域养老服务补贴等异地结算制度，研究

规划和建设异地康养基地。

长三角三省一市要形成合力，必须建

设统一开放市场体系，共创国际一流营商

环境。方案提出，探索建立区域土地指标

跨省调剂机制，优先保障跨区域重点项目

落地。完善专项建设债券、绿色债券等债

券的发行机制，推动区域专项债发行常态

化制度化。建设完善信用长三角平台，加

大对行业协会商会、信用服务机构、金融

机构等市场信用信息的采集力度。

推进长三角一体化，需要聚焦重点区

域率先突破。方案提出，要聚焦长三角生

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上海自贸区新

片区和虹桥商务区等三大区域，探索一体

化制度创新，全面深化改革系统集成，协

同推进对外开放，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探

索路径、提供示范。

“卖发票比卖心脏支
架还来钱”

南京一家医药贸易公司原本从事心

脏支架等医疗器械销售，为逃税曾购买假

发票。久而久之，该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某

发现，卖发票无需任何成本，比卖心脏支

架还来钱，于是干脆转做虚开增值税发票

的生意。2019年，张某被南京警方逮捕，

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62亿余元。

2019年下半年以来，多地警方曝光

类似案件，涉案金额惊人。安徽铜陵警

方披露一起特大虚开发票案，涉案金额

近20亿元；江西宜春市公安局摧毁一虚

开骗税团伙，涉案金额逾 73亿元；公安

部于 2019年 8 月公布的打击涉税犯罪

十大典型案例中，4起虚开案涉案金额

超百亿元，其中安徽合肥“11·19”虚开

增值税专用发票案涉案金额超 900 亿

元。最近，浙江绍兴市公安局更披露一

起千亿级虚开发票大案。

虚开发票背后是巨大的利益诱

惑。南京市公安局经侦支队三大队副

大队长韩路告诉记者，有的不法分子注

册一家空壳公司，一年后可在 3个月内

申领共计75张发票，对外最高可开具金

额达750万元的销项发票。

买卖发票一般有多个环节，层层牟

利，最高能以开票额的 10%的费率卖

出。在第一环节，注册一家空壳公司无

需任何投入，也不必实际生产，哪怕只

赚取2%的费率，也可获利15万元。

如果用这些发票来骗取出口退税，

收益还会进一步增加。最近，江苏省南

通市公安局破获一起利用空壳公司虚

开发票，再利用实体企业骗取出口退税

的案件，犯罪嫌疑人骗取出口退税金额

高达2.58亿元。

三大犯罪套路揭示
虚假发票源头

近年来，虚开发票的犯罪手法手段

更加隐蔽且不断翻新，大致可分为三类：

——“空壳票”。通过注册大量空

壳公司，对外虚开增值税发票，并不编

造任何“经营行为”。这些企业在短期

存续期间领票、开票，虚假纳税申报，或

者干脆不申报即逃跑失联。

江苏泰州市公安局最近打掉了4个

虚开发票团伙，其成立、控制的空壳公

司达 120余家，涉及 6个省市，曾向 1500
多家企业虚开、出售增值税发票。

泰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支队长朱

晋介绍，犯罪团伙并不伪造资金流、货

物流和合同，也不制作账册凭证留存备

查，而是通过设立空壳公司，大肆领取、

虚开增值税发票，甚至直接非法出售增

值税专用发票牟利。

——“黄金票”。这类发票主要来

自黄金交易企业。黄金交易金额大，一

般不用开具发票，一些黄金交易企业或

其员工便将多余发票以开票额的 1%至

2%的费率出售牟利。一些不法分子大

肆收购“黄金票”作为进项发票，经“洗

票”后对外虚开。

南京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副支队长

张汉军介绍，“黄金票”有两种“洗票”方

式。一种是“化学洗票”，即拿化学药水

将发票上的品名等关键字洗去、换掉，

加价出售；二是成立虚假加工厂，以黄

金票为进项发票进行抵扣，重新申领发

票后再对外虚开。

南京市公安局栖霞分局新近破获

一起特大跨省虚开发票案，截至目前，

已查实的虚开发票金额累计超过 20亿

元。这一案件就是通过设立虚假加工

厂“洗票”。栖霞公安分局办案人员介

绍，嫌疑人杨某先是从一些黄金珠宝类

公司以极低费率购买正规发票，再以虚

设“加工厂”生产销售电解铜的名义，从

正规渠道进行抵扣并申领新发票，以2%
至3%的费率对外虚开。

——“农副产品票”。企业从农户手

中收购农产品，没有进项发票怎么办？

税务部门允许这类企业以收购凭证、银

行流水、农户身份证来证明自己收购了

大量原料，可进行税务抵扣。然而，一些

不法分子却趁机骗领发票对外虚开。

2019年12月，南京公安破获一起案

值2亿元的虚开发票案。涉案企业是一

家羽绒服公司。他们用员工的身份证

办理银行卡，然后以收购农户鸭毛、鹅

毛的名义，向这些银行卡打钱，制造假

流水，再以此为税务抵扣，申领发票，最

后大肆对外虚开。

“网络化、组织化、科技化是当前涉

税犯罪的突出特点。”南京市公安局鼓楼

分局经侦大队侦查员彭梓原说，虚开发

票已形成“产业链”，多数交易在网上进

行，一些嫌疑人甚至开始入侵税务系统。

倡导构建大数据监
管模式

没有实际经营业务的空壳公司是滋

生发票犯罪的“温床”。泰州市公安局经

侦支队涉税大队大队长朱毅峰等办案民

警告诉记者，无论“空壳票”还是“黄金

票”，都需要通过空壳公司申领发票、倒

票并对外虚开。从查获案件看，不少嫌

疑人手中往往掌握着十几家甚至数十家

没有任何真正业务的空壳公司。

值得警惕的是，当前，网上可随意

购买空壳公司。一些嫌疑人交代，在网

上花 2000元就能买一家公司。记者在

网上搜索“代办注册”“公司转让”等关

键词也发现，有大量网站提供这类服

务。许多公司尤其是贸易类公司转让

价格极低，只需数千元且可以还价。警

方介绍，一些不法分子还通过QQ群、微

信群进行空壳公司交易。

3个月的纳税“辅导期”往往是发票

犯罪的“窗口期”。韩路说，按规定，注

册公司满一年，即可享受3个月纳税“辅

导期”，每个月可申领25张税票，每张票

最高可开具金额 10万元。一些不法分

子利用这一“窗口期”大肆“暴力虚开”，

随即逃跑失联。

警方还发现，由于各地税务系统业

务、数据相对分割，相互间的发票验证需

要一个过程。一些不法分子借此不断跨

省跨区域“倒票”，增加公安取证难度。

多地警方认为，“空壳票”“黄金票”

“农副产品票”背后暴露的虚假经营问题，

其实通过对企业用工、用电等情况的分析

就能掌握。张汉军说，为消除涉税犯罪的

“温床”，堵住涉税犯罪的“窗口期”，应倡

导政府各部门开放、共享数据资源，构建

大数据监管模式，及时发现异动，进行有

效干预。 （新华社南京1月13日电）

上海发布长三角一体化施工图

围绕“1+8”区域推进大都市圈发展

降价格 少跑路 重统筹

医保改革让长三角百姓就医无障碍
多地曝涉数亿元增值税发票大案

虚开的发票从哪儿而来

在“一揽子”政策组合拳下，长三角百姓求医问药实现公平就医、舒心就诊。 □新华社 发 朱慧卿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