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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保局：打击欺诈骗保 守好百姓“救命钱”
新报讯（北方新报正
北方网首席记者 张学
博） 记者 2月24日从自治
区医疗保障局了解到，
去年
以来，我区把“打击欺诈骗
保 维护基金安全”作为医
保基金监管工作的首要任
务，
时刻保持监管的高压态
势，坚决守护好老百姓的

“看病钱”、
“救命钱”。去年
全区共检查定点医药机构
18100 家，现场检查覆盖率
达 100% ；处 理 医 药 机 构
9227 家；暂停医保服务 692
家；解除定点协议 72 家；行
政处罚57家；
移交司法机关
骗保案件 1 件；各类媒体公
开曝光医保违规案件 835

例；发放举报奖励 16685.8
元；
共拒付、
追回、
罚款医保
基金合计7.49亿元。
此外，
我区还制定出台
了一系列制度，
以规范医疗
保障监管查处等相关工作。
在创新监管方式方面，
实现
精准监管，
实现医保基金监
管对违规项目、患者姓名、

入院诊断等内容精确记录，
杜绝以抽样违规比例估算
整体违规金额，
确保查实结
果
“精、
准、
细”
。
实现飞检审
核系统检查，
实现基金监管
从人工抽单审核向大数据
全方位、全流程、全环节智
能审核转变。
实现被检机构
交流论坛，
实现医疗机构对

检查结果勇发言、共促进、
无争议、立整改，确保检查
过程公平、
公正、
公开。
实现
社会义务监督员随处可见，
实现定期聘请人大代表、
政
协委员、新闻媒体代表、群
众等人员担任社会义务监
督员，
促使政府监管和社会
监督、舆论监督良性互动，

舞剧《骑兵》4 月开始全国巡演
新报讯（北方新报正北方网记者 马丽侠） 记者 2
月 24 日从内蒙古自治区文旅厅了解到，中国舞协首届“当
代精品舞剧演出季”精选了 5 部“文华奖”、
“荷花奖”中高
口碑佳作，于 4 月开始进行全国展演。其中，由内蒙古艺术
剧院出品的原创舞剧《骑兵》作为重要展演作品之一，将
于 4 月 3 日~4 日在上海美琪大剧院演出。随后将在全国一
线城市巡演 30 多场，为全国观众倾情献上讴歌党、讴歌祖
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视觉盛宴。
《骑兵》是 2017 年度国家艺术基金资助的大型舞台
剧。该剧于 2019 年 8 月创排完成，8 月 19 日首演，11 月 5 日
受邀参加第二十一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2020 年入选
全国舞台艺术重点创作剧目及内蒙古自治区 2019~2022
年重大主题文艺精品创作剧目和“红色百年内蒙古”系列
项目。该剧于 2020 年 6 月开始修改提升，9 月初再次上演。
9 月 20 日参加“荷花奖”终评，受到上海观众的热情回馈，
得到了业内专家的高度赞扬。
《骑兵》是中国舞台艺术历史上首部以骑兵为题材的
大型原创民族舞剧，通过独创的蒙古族舞蹈、音乐语言和
唯美的舞台画面，展现了解放战争中以蒙古族青年朝鲁
为主体的内蒙古骑兵部队的革命历程，折射出内蒙古人
民的家国情怀和精神风貌，蕴含人性之美、万物和谐、人
类和平的愿景。

什么是“性早熟”？

切实保障医疗保障基金安
全。实现投诉举报畅通无
阻，
实现投诉举报渠道易操
作，案件查处效率高，投诉
举报件件有回应，
建立了投
诉举报
“二维码信箱”
和
“举
报电话”，把群众的满意度
作为衡量医疗保障基金监
管工作的最高标准。

东部地区
风雪不断
呼伦贝尔
阵风达 7 级

新春伊始生产忙
2 月 21 日，华润雪花啤酒（兴安）有限公司的工人在洗瓶机上作业。春节
过后，内蒙古兴安盟乌兰浩特市内的企业陆续忙碌起来，抓紧时间赶制订
单。
摄影/新华社记者 彭 源

我区拟建设一批政策性租赁住房项目

新报讯（北方新报正
北 方 网 记 者 张 巧 珍）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 儿童性早熟”成了困扰一些
“希望以签署此次合作框
家长的问题。那么何为“性早熟”？女孩在 8 岁以前乳房
架协议为契机，强化政银
出现硬结，10 岁以前月经来潮，男孩在 9 岁以前出现睾
合作，整合资源力量，加快
丸增大，就属于性早熟。按照性早熟的发病机制，可将性
建设一批政策性租赁住房
早熟分为中枢性性早熟、外周性性早熟。简单来说，中枢
项目，推动不断建立与内
性性早熟就是真性性早熟，整个过程和青春期发育是完
蒙古城市发展相适应的住
全一样的；外周性性早熟，又叫假性性早熟，只是模仿第
房 保 障 体 系 ……”2 月 24
二性征的发育，但是整个中枢系统下丘脑是没有完全成
日上午，内蒙古自治区住
熟的。
房和城乡建设厅冯任飞如
性早熟的诊断，需要结合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激发试
是说。当日上午，为切实发
验、激素六项、甲功五项、腹部超声、乳腺超声、CT、MRI 以
挥国有金融机构资源配置
及血清骨钙素等检查，同时也可以做一下骨龄测试，协助
优势，引导更多市场主体
进行诊断。
参与政策性租赁住房建设
儿童性早熟可使儿童产生心理行为和体格发育两方
运营，进一步完善住房保
面的危害。性早熟患儿的身体和心理尚处于儿童时期，但
障体系，内蒙古自治区住
性器官发育却提早进入了青春期，将给儿童带来巨大的心
房和城乡建设厅与中国建
理压力，导致心理发育异常；患儿因为体型与小伙伴不同，
设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
将产生行为异常和社会适应能力下降；性早熟可导致儿童
举行了发展政策性租赁住
的最终成年身高矮小，在日后面临升学、就业、婚姻时可能
丧失许多机会。
内蒙古自治区中医医院儿科赵旭晨：医师，中医儿科
硕士，擅长用中药、
推拿治疗小儿呼吸系统、
小儿消化系统
及儿童抽动症等儿科常见病多发病。
新报讯（北方新报正
北方网记者 段丽萍） 2
月 24 日，内蒙古自治区卫
健委通报：2021 年 2 月 23
日 7 时至 24 日 7 时，内蒙古

房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
式。
双方将结合地方住房
保障工作实际，探索研究
政策性租赁住房的规范标
准、支持政策和运行机制，
着力打造一批政策性租赁
住房标杆项目，总结形成
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其
中，中国建设银行内蒙古
自治区分行将充分发挥在
住房金融领域优势，为参
与政策性租赁住房建设运
营的市场主体匹配信贷资
源支持，包括住房租赁支
持贷款、住房租赁购买贷
款、住房租赁抵押贷款、住
房租赁应收账款质押贷
款、住房租赁经营贷款等 5
个对公信贷产品，满足政

策性租赁住房项目在项目
建设、支付购房款、改造装
修、日常运营等全方位融
资需求。内蒙古自治区住
房和城乡建设厅将深入挖
掘可改造为政策性租赁住
房的自有闲置资产或不良
贷款抵债资产，积极推动
各城市将国有金融机构和
国有企事业单位位于城市
中心区的存量闲置土地和
闲置商业、办公工业物业
等房源，建设改造为政策
性租赁住房；推动房地产
开发企业等市场主体将符
合条件、尚未出售的存量
房源，改造为政策性租赁
住房。通过筹集存量市场
化房源，补充政策性租赁
住房供给。

内蒙古无新增 现有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1 例
自治区报告无新增确诊病
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
染者。
截至 2 月 24 日 7 时，内
蒙古自治区现有境外输入

确诊病例 1 例，在定点医院
隔离治疗，所有密切接触
者均在指定场所集中隔离
医学观察，全程实行闭环
管理，
严防疫情扩散蔓延。

新报讯（北方新报
正北方网记者 马丽
侠） 内蒙古气象局 2
月24日发布消息称，
内
蒙古东部地区继续受
到风雪侵扰，
呼伦贝尔
市大部地区将受到大
风影响，
阵风达7级。
同
时，24 日起 3 天，全区
气温仍起伏不定，
公众
仍需注意添衣保暖。
24 日白天，
呼伦贝
尔市等东部地区降雪
持续，且风力大增。呼
伦贝尔海拉尔、
陈巴尔
虎旗西部、
鄂温克族自
治旗西部、满洲里市、
新巴尔虎右旗北部和
新巴尔虎左旗受大风
影响，
阵风达7级，
呼伦
贝尔市气象台已于 24
日 9 时 30 分发布大风
蓝色预警信号。
另据内蒙古气象
台预计，25 日，我区西
部偏南地区多云间晴，
其余地区晴间多云。
26
日，
东北部多云，
呼伦贝
尔市北部有雨夹雪或
雪，
其余地区晴间多云；
西部偏东、
中部和东部
偏西地区 4~5 级短时
6~7 级西南风。气温方
面仍是起伏不定，
以通
辽市为例，
24 日通辽市
最高气温可达 4 摄氏
度，
25日起最高气温仅1
摄氏度，
26 日其最高气
温又将升至8摄氏度。
气象专家提醒，
近
期内蒙古气温起伏变
化大，
公众要及时关注
天气信息，
注意添衣保
暖。同时，近日东部地
区降雪不断，
局地路段
积雪、结冰严重，公众
出行需注意交通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