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检察机关公开资料，16 名落马院
长的涉案金额巨大。 如六安市人民医院
原院长朱德昌在该院外科医技楼、综合
门诊楼工程及药品集中采购过程中非
法收受相关人员贿赂共计 279 万元。 朱
德昌受到开除党籍、 开除公职处分，一
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零六个月。 阜南
县人民医院原院长刘学武更是涉嫌受
贿上千万元。 而知情人士称，该院一年
的业务纯利润仅两三亿元。

卫生系统纪检干部告诉记者，近期
被查处的院长们受贿金额之所以如此
巨大，主要是他们“过手”的资金太多，
且缺乏监管。 新医改以来，国家对基层，
特别是县一级公立医院投入巨大，设备
购置、药品采购与基础建设投入少则几
十万元， 多则上千万元甚至上亿元，加
上国家的新农合政策释放了农民的就
医需求， 基层医院的业务量越来越大，
固定资产也增长迅速。 基层医院院长
“过手” 的资金动辄成百上千万元，一
些药品器械企业和建筑商为牟取巨额
利益，行贿尺度越来越大，再加上监管
不力，不少院长被行贿者“套牢”。

“国家为新医改投入巨资为的是惠
及百姓，却养肥了这些贪腐分子。”办案
人员认为，医疗腐败正在侵蚀着医改红
利。 院长纷纷落马说明医疗腐败已经到
了相当严重的地步，而这些成本都会转
嫁到老百姓身上。 虽然表面上药价降
了、医保报销比例更高了，但是药品回
扣正在刺激医生临床不合理用药和乱
开大处方， 大型器材的巨额回扣也让
“过度检查”频发。

记者在宿州、 阜阳等随机采访发
现：当地老百姓对于涉案公立医院医疗
卫生服务颇有怨言。“以前没有医保，看
个小毛病要两三百块， 现在有了医保，
医生给你开的药够吃半年，动不动就让
你做个 CT， 没个一两千元出不了医院
的门，报销后还得自费好几百元。”一名
出租车司机说。

安徽省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局长陶
芳德说，2014 年 4 月起， 针对人民群众
“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安徽省检察
机关反贪部门组织开展了查办医疗卫
生领域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专项行动，侦
破了一批大案要案。 不过，除了检察机
关“风暴式”的打击，更重要的是，要让
医院的公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破除由于
资源紧缺和垄断带来的行业腐败。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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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尔木消防支队
印制学习手册助推专项教育活动深入开展

为扎实开展严格执行条令条例和深化
“四个基础教育”活动，加强官兵条令条例
学习教育力度，近日，格尔木消防支队精心
选编、印制《条令条例学习手册》，配发专
项教育学习笔记本， 营造了浓厚的条令学
习氛围。

专项教育活动开展以来， 格尔木消防
支队积极拓展学习渠道， 在组织集中学习

讨论基础上，将《共同条令》、《公安消防
部队正规化管理规定》、《公安消防部队执
勤战斗条令》 等七项内容进行整理汇总，
制成合订本，确保官兵人手一册，方便官兵
随身携带和自学， 并要求每名官兵要逐条
逐章、原原本本的学习条令条例，进一步增
强了官兵贯彻执行条令条例的自觉性。

（通讯员 褚超）

格尔木消防支队指挥中心及配套信息化建设、综合集成建设项目通过验收
1月 29 日， 格尔木消防支队邀请省

消防总队信通处、 承建方及监理方对支
队指挥中心及配套信息化建设、 综合集
成建设项目进行了现场验收， 并组织召
开了工程验收汇报会。王彦军支队长、王
国斌处长、程东平副支队长以及司令部、
指挥中心、装备、纪检等相关业务科室负

责人参加了验收。
验收过程中， 验收组听取了项目

建设情况报告、 技术跟踪报告， 审核
了工程验收文档 ， 实地观看 119 接处
警系统、 图像语音综合管理平台 、手
机报警定位以及 GPS 、 LED 、 3G 图传 、
卫星图像 、 营区监控等系统， 综合演

示了指挥中心接警 、调派 、中队出动、
重 大 警 情 上 报 、 调 派 增 援 等 系 统 功
能 。 通过论证 ，验收组认为，项目建设
过程符合国家相关规定， 功能和技术
指标满足合同及招标文件要求， 档案
资 料 齐 套 准 确 ， 达 到 了 预 期 建 设 目
标 ， 但在现场查验过程中还发现的细

节问题 ， 支队和承建单位将按照专家
意 见 ， 结 合 实 际 应 用 进 一 步 修 改 完
善 ， 健全运维和安全管理机制 ， 协调
项目承建单位做好培训和售后服务工
作 ，确保系统安全稳定运行。

（通讯员 许宾）

格尔木消防支队
进行理论大会考

1月 30 日， 格尔木消防支队组织
全体官兵开展条令条例和“四个基础
教育”理论大会考。

此次考试是严格按照支队方案
推进表的安排进行。 主要以《中国人
民解放军内务条令》和“四个基础教
育”为考试内容。 考试过程中，全体
参考人员态度端正、作答认真，考场

秩序井然有序，确保了考试的真实性
和有效性。

通过理论考试，全面检验了官兵
对条令条例和四个基础教育知识的
掌握情况，有效激发了官兵学习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 达到了以考促学、以
学促用的良好效果。

（通讯员 石玉华）

昆仑消防视角之冬防前线

———药品采购环节。 药企为了能让
医院多采购自己的药品或维持药品集中
供应的优势， 或在临床使用数量上压过
对手， 就要给予医院相关负责人及院长
回扣。 多家院长“欣然笑纳”，与药企或
供应商形成高度“默契”。

六安市人民医院原院长朱德昌收受
贿赂后， 直接与药品配送企业续签了三
年的集中供应协议，确保该家企业“独
霸”该院的药品供应。 阜阳市肿瘤医院
原院长刘华顶在担任副院长兼外科主任
期间，有药企找上门来，要求增大一种名
为氟尿嘧啶植入剂的药物临床使用量，
事后按照每支 60 元总计支付给刘华顶
回扣 9 万元。

一名县级公立医院临床医生告诉记
者，医生都心知肚明，哪种药是院长或副
院长引进来的，“有眼色”的医生都会多
开这些药。

———医疗器材采购。 企业在中标
后， 要想取得高额利润， 还需医院优
先、长期使用其医用耗材，常常行贿医
院主要负责人，美其名曰“固定供销渠
道”。如某骨科医用固定材料供应商在
中标后，为了使医院优先、长期使用其
供给的骨科医用固定材料， 巩固绝对
销售份额， 先后多次送给临泉县人民
医院原骨科主任、 原副院长郭景理现
金总计 132 万元、 原骨科副主任徐汝
峰 15 万元。

一些大型设备价值高昂，医院多采
用融资租赁的方式。 医药公司为了顺
利投放设备， 私下与医院负责人约定
利润分成。 上海一家企业中标蒙城中
医院核磁共振设备， 企业方与蒙城县
中医院签订融资租赁协议， 并与该院
原院长丁怀顺私下约定在租赁期限五
年内支付丁怀顺不少于 20 万元的好

处费， 案发后统计丁怀顺收受好处费
共计 28.5 万元。

———基建工程。与药品器械上“细水
长流”式的收受贿赂相比，院长们在医院
基建工程方面的权力更大，“胃口”也更
大。 他们手中的权力能够帮助承建商绕
开规范的招标程序， 承接造价动辄成百
上千万元的医院基建工程。

如丁怀顺在任蒙城县中医院院长期
间，向安徽三宝钢结构有限公司法定代
表人宋伟告知蒙城中医院准备建住院
部的消息，后宋伟送给丁怀顺 10 万元，
丁怀顺许诺不经招标将蒙城县中医院
住院部钢结构工程交给宋伟的安徽三
宝钢结构有限公司承建，并签订施工合
同。 六安市人民医院原院长朱德昌也是
一次性受贿 10 万元，“内定”了某承建
商承包医院外科医技楼工程，招标环节
成为走形式。

��院长们主要通过三个环节“以权换钱”

检察机关办案人员称， 医疗卫生领
域贪污贿赂犯罪涉及的部门多、人员多，
单个人员很难完成犯罪。 上至局长、院
长，下至药械科长、财务科长、采购员、医
务人员，往往查处一案牵出数案，查获一
人牵出数人甚至数十人，形成窝案串案。
院长贪腐， 往往意味着这家医院已经从
上到下“烂掉”。

如阜南县人民医院原院长刘学武受
贿金额巨大， 他所管理的医院不少中层
干部和医生也堂而皇之地收受回扣。 据
安徽省卫计委监察室通报， 该院骨科集
体收受医疗器械回扣：该院原党委委员、
骨科主任冷志峰， 收受供应商给予的骨
科器械回扣款 91.07 万元，并将回扣款按

一定比例发放给王跃等 7 名医生； 财务
科原科长万军，收受骨科器械回扣款 7.7
万元； 器械科原科长唐国鹏利用职务便
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钱款 26.48
万元。

据基层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反映，医
院院长和主要负责人受贿， 直接导致
医院风气从治病救人变成“向钱看”。
医院其他干部和医生也往往受风气影
响，甚至有了法不责众的危险观念，慢
慢形成了“收回扣”的惯例，潜规则甚
至变成了明规则， 部分地区医疗腐败
成风 ，“塌方式” 腐败也就不足为奇
了。

阜阳市人民医院某科室原主任忏

悔称， 头次收回扣时心里也害怕 ，但
看到周围人和其他医院医生也是如此
就产生了侥幸心理 ， 认为不可能出
事，即使出了事，也是法不责众。

“大部分医院都设有内部监督机
构，但是形同虚设。 ”医疗领域的业内
人士认为， 医疗系统作为特殊行业，其
专业性很强，业务也有独立性。 很多院
长不仅仅是一个医院的行政领导，更是
该院的业务骨干、医术权威。 如一种医
疗器械常用的品牌有几十种，但是哪种
更适合临床使用， 只有权威专家说了
算，因此院长这一角色，集权力和技术
决定权于一人，监督往往失效。

�腐败侵蚀医改红
利：“有了医保， 医生开
的药够吃半年”

院长贪腐引发医院“塌方”

落马医院院长集中到“皖”里
●安徽 16 家公立医院院长落马 ●现“塌方式”腐败

2014年，安徽省检
察机关反贪部门共立案侦

查医疗卫生领域贪污贿赂犯罪
案件 108 件 123 人 ， 其中院长 16
人、副院长 6 人，个别地市甚至出现绝
大部分二甲以上公立医院都有相关人
员被查处的“塌方式”腐败。

医院采购药品器械要收回扣，
医院建楼也要捞一笔，各种“潜

规则”在医院内部大行其
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