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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脸”买药 杜绝“假病人”

余杭试点医保监控守好
“救命钱”
面推进数字化改革

本 报 讯 （记 者 朱 筱 通 讯 员 马 云
涛）“你好，请进行一下人脸识别。”昨日，
家住余杭的李女士因喉咙痛去小区楼下
的药店买了一盒消炎药，结账时她发现多
了一个步骤：出示电子医保卡后，工作人
员还要求进行人脸识别，只有通过系统校
验才能完成结算。
医保和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然而，定
点医疗机构点多量大面广，既往医保部门
稽查手段主要靠事后监管等，
“冒名顶替”
“编造诊疗项目”
等违规刷卡现象频现。
如何管好守好市民的“救命钱”？今
年 8 月，市医疗保障局余杭分局在杭州市
率先试点，全面推广人脸识别智能监控系
统，覆盖全区所有社会办定点医药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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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提升医保监控智能化水平，强化就诊
购药全流程监管力度。
“与传统的视频监控相比，人脸识别
智能监控系统具备在大量视频数据中实
现人脸抓取、侧脸识别等功能，并实时上
传至医保数据库进行人像比对。”市医疗
保障局余杭分局负责人介绍，该系统还能
对持医保卡在多家医疗机构配药人员进
行布控，实现轨迹分析，支持现场抓拍照
片建模，确保对象在机构、费用等方面的
真实性。如果持卡人为行动不便的高龄
患者，需家属全程代办配药、结算等情况，
可以采集代办人的信息，应用人脸识别技
术进行比对，其结果将在医保信息系统留
存。
人脸识别智能监控系统不仅能有效
杜绝“假病人”，还能通过医师、药师分时
段实名刷脸签到和签退，比对机构与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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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筛查出虚假填报信息、医生药师挂
证、申报信息不符合规范等乱象，有效避
免医生、药师多地同步执业等异常医疗和
骗保行为，
从而更好地杜绝
“假医生”
。
统计显示，借助人脸识别智能监控系
统初筛发现，今年 1 至 8 月，余杭区不符实
名制监管工作要求的数据累计近 30000
条，其中仅医保医师签到和签退不符合规
范的违规数据就达 24000 余条，涉及金额
394 万余元。同时，市医疗保障局余杭分
局下沉开展“三服务”工作，积极劝导整
改，数据错误量逐月下降，目前月均 300
条。下一步，该局将深入推进人脸识别实
名制监管试点工作，深化医保系统党风廉
政建设专项活动，切实提升医保监控智能
化水平，为杭州市实名制监管系统应用工
作提供
“余杭模式”
。

2

新闻集束

省科协资源环境学会联合体走进长乐林场
本报讯 （记者 陈坚） 近日，浙江省
科协资源环境学会联合体实地走访长乐
林场教育基地和中草药基地，开展“资源
环境月”暨科技志愿者服务基层主题活
动，与会专家围绕学术交流、人才培育、企
业服务、特色科普等主题开展交流，并就
内容拓展、产业创新、服务提升等建言献

策。该活动由区科协承办。
今年 6 月，全省 25 家资源环境类学会
在余杭成立资源环境学会联合体，以资源
合理开发利用、环境绿色可持续为导向，
发挥省级资源环境类科技社团的优势，搭
建协同创新、联合攻关、资源共享、共谋发
展的平台。

入门入户查隐患 时刻拧紧燃气
“安全阀”
本报讯 （记者 余文） 近日，区综合
行政执法局在全区范围内开展燃气安全
专项检查和宣传行动，各中队走访了辖区
使用煤气的餐饮店等场所，着重查看软管
是否松动、老化及规范使用，并向店家宣
传安装报警装置等法规知识。
现场，执法人员对燃气瓶加热、擅自
改装燃气设施 2 起违规行为开具接受调
查通知书。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公共自行车 17 个新点位全部开通运营
目前余杭服务点已增至 322 个

帆船世界冠军陈莎莎走进大禹小学点亮梦想之火
本报讯 （记者 刘丽雯） 前日下午，
多次夺得世界级帆船比赛、全运会帆船比
赛冠军的余杭籍国家运动员陈莎莎来到
大禹小学，为全体师生带来一场精彩的演
讲。
演讲中，陈莎莎向大禹小学的师生们
介绍了国内帆船运动的情况，分享自己的

运动经历和成为冠军的曲折历程，用视频
形式展示了训练中的酸甜苦辣。
“想要成为冠军，必须比其他人付出
更多努力，用汗水和泪水浇灌梦想的种
子，用每一天的奋力拼搏为它施肥。”陈莎
莎勉励同学们，要不怕困难、心怀希望，始
终保持对梦想的热情，
让梦想茁壮成长。

百丈公益书屋为孩子送上
“绿书签”

做实做细民生实事
本 报 讯 （记 者 严 嘉 慧 通 讯 员
诸晓青） 公共自行车解决人们“最后
一公里”出行的难题，记者昨日从区交
通集团了解到，我区公共自行车 2021
年一期规划新建 17 个点位，目前已全
部开通运营。
自今年 6 月以来，区交通集团结合
各镇街建点需求，综合考量居民区、交

通配套设施以及市民的出行习惯等因
素，17 个公共自行车新建点位陆续开
通运营服务，具体为李家角、毛家漾
路、良渚中学、玉鸟路张家塘路口、地
铁白洋站 D 口、崇福村村委、学军中学、
仓乐雅苑、运溪路西、五常中学、荆长
大道天竺街、闲富北路上和路口、留和
路西、瓶仓大道南、余杭三院（瓶窑新
院区）、仁良路、跳头行政服务中心。
据悉，新点位在居民小区、学校、
医院、地铁沿线等均有分布。至此，我
区公共自行车服务点增至 322 个，所有

服务点 24 小时全天候运营，均支持租
用卡、手机扫码租车，60 分钟内（含）免
费，60 分钟以上收取 1 元/小时（不足一
小时按一小时计），骑行当日最高收费
5 元。需要提醒的是，为避免操作不当
造成还车失败，市民在归还车辆时，需
确认
“还车成功”
再离开。
记者了解到，公共自行车二期规
划建设布点方案共有地铁五常站、杭
行路站、祥园路站等 41 个点位，将在
2022 年 6 月底陆续开通，为广大市民带
来更便利的短途出行服务。

余杭公布新一批总部企业认定名单

本报讯 （记者 徐赣鹰） 余杭区新一
批总部企业认定名单日前公布，其中 7 家
企业作为新引进总部企业通过认定，4 家
企业作为区内新认定总部企业通过认定。
7 家新引进总部企业分别是“施维康
科技集团”
“ 慧博云通科技”
“ 华惠阀门”
“华坤道威数据科技”
“ 日立电梯杭州工
程”
“蜜兔网络科技”
“小电科技”，4 家区内
新认定总部企业分别为“同花顺智富软

件”
“ 海创实业集团”
“ 东欣建设集团”
“大
搜车软件技术”。
“华坤道威数据科技”是浙江省第一
家以数据处理为核心业务的公司，也是中
国数据治理工作委员会首批 12 家副主任
单位之一，主要帮助教育、家居、房产、游
戏、新零售等行业的企业挖掘数据价值，
实现数据资产赋能。
“小电科技”主要致力
于布局打造覆盖全国的共享充电综合服

务网络，在大型交通枢纽、连锁餐饮品牌
及娱乐休闲等消费场所布置大型柜机、小
型柜机、移动式充电设备等产品。作为业
内领先的汽车产业互联网平台，
“ 大搜车
软件技术”致力于构建涵盖新车交易、二
手车交易的产业生态体系，近期已成功开
发和推出汽车交易引擎系统，针对不同汽
车消费场景进行差异化、高精准的需求匹
配。

本报讯 （通讯员 周子越 记者 陈
坚） 日前，百丈镇联合鑫藏修公益书屋开
展“绿书签”护苗系列活动，引导未成年人
提升自我保护能力。
位于百丈镇溪口村的鑫藏修书屋是
“浙里·悦读”读书会联盟成员。
“我们的书
籍都是精挑细选过的，并通过正版渠道购
买。”鑫藏修书屋负责人表示，书屋将“扫

黄打非”宣传融入到每周末举办的各类活
动中，邀请专家向青少年讲解非法出版物
的特征和危害、组织正版图书读书会等，
并向参加活动的青少年送上倡导健康阅
读的
“绿书签”
和宣传册。
截至目前，公益书屋已开展“绿书签”
护苗系列活动 20 余场次，共有来自周边
镇街的 350 多位孩子参与。

中日学生
“云端相聚”
畅叙友谊
本报讯 （记者 俞曼琪） 日前，在余
杭文昌高级中学，日语预科班的 43 名学
生通过视频连线，与日本足羽高中的 42
名学生进行友好交流。大家聊起学习生
活中的点滴，
交流过程欢笑声不断。
这是杭州市与福井市建交 30 周年纪
念的系列活动之一。两市于 1989 年 11 月

23 日 正 式 缔 结 友 好 城 市 ，至 今 已 有 32
年。自结为友好城市以来，两市互动频
繁，在经济、文化、教育、医疗、体育等领域
开展交流合作。
据悉，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原定于
2019 年 11 月举办的友好城市 30 周年纪
念活动将延期至近日举办。

良渚古墩路小学上演创意国风走秀
本报讯 （记者 俞曼琪） 扎起双耳
髻、穿上对襟短衫、摇起团扇……日前，在
良渚古墩路小学报告厅，一场别开生面的
国风走秀精彩上演。这是专为一年级小
朋友量身定制的“一起秀吧”活动，以国风
元素为主题，让孩子们以走秀的方式感知
中国元素、学习传统文化。
据了解，
“一起秀吧”是该校第四届国
际文化创意节的系列活动之一。本次创
意节包括英语节、科技节、艺术节、同窗节
等活动。
“我们希望通过举办这样的活动，

增进同伴友谊、融洽亲子关系，帮助孩子
们正确了解自我，提高创新意识与艺术修
养。”
校长洪玲介绍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