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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用他人的医保卡也会吃官司？
警

钟

巨额的医药费支出成为了这个家庭
沉重的经济负担。为了减少医药费
支出，张慧芳夫妇俩就开始借用亲

相关链接!

完并个人承担一定金额后!超出部

借用他人医保卡
为什么会构成犯罪呢"

分再由个人和基本医疗保险基金

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
金(# 诈骗金额 &''' 元以上即属于

金额达四十余万! 属于数额巨大!
依据刑法规定可以处三年以上十

'数额较大(!而张慧芳夫妻的涉案

我国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实行

按比例分担支付$ 对于一些严重疾
病! 个人承担金额达到一定额度
的!还可按照政策申请医保综合减

己看病时顺便帮着家人开点药，又
或者借用亲戚的医保卡给自己开
点药这样的情况？那你有没有想过

一次偶然的机会，张慧芳认识
了一个专门从事药品回收的小贩，
生活节俭的张慧芳觉得这是个不

个人缴费和政府补贴相结合!符合
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 诊疗项
目" 医疗服务设施标准以及急诊"

负!另行报销以减轻个人医疗费用
负担$
虽然个人医保账户的款项可以

年以下有期徒刑#
经过办案法官对张慧芳夫妻的
教育!两人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也

这样的情况可能会让自己吃官司？
居民张慧芳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
快 60岁的人会因为这样的事而吃

错的办法，就想着把平时多出来的
药卖给小贩，这样子既不浪费，又
可以弥补自己医保自费部分的花

抢救的医疗费用!按照国家规定从
基本医疗保险基金中支付# 参保人
员医疗费用应当由基本医疗保险

由自己支配! 但是在医疗机构使用
医保卡! 只要涉及到基本医疗保险
药品目录&诊疗项目&医疗服务设施

意识到医疗保险基金是大众的救命
钱! 如果大家都因为一己之私利而
滥用医保卡!甚至依此牟利的!最终

上官司。
张慧芳是个不幸的女人，人到

销。渐渐地，张慧芳夫妇俩借用亲
戚的医保卡的次数也开始频繁起

基金支付的部分!并由社会保险经
办机构与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

标准以及急诊&抢救的医疗费用的!
都会发生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支

大家都没有医保可用# 法院经审理
后认为张慧芳夫妻俩认罪态度好!

中年时与丈夫双双从单位下岗，只

来，所开的药品也多了起来。2016

直接结算$ 即居民平时在使用医保

出$因此借用他人医保卡!即便个人

又在儿子的帮助下退赔了医保机构

靠两人在外打零工维持生计。好在
儿子争气，大学毕业后找到了一份

年的某日，医保工作人员在进行核
查时发现了夫妇俩的一个亲戚医

卡就医或购买药品时会涉及到两
笔款项%一个是个人医保卡账户里

没有非法牟利! 但虚假的就医问药
行为都会给基本医疗保险基金造成

的损失!最终对两人宽大处理!给予
缓刑的刑事处罚#

收入不错的工作，家里的经济状况
也好了不少。

保账户存在异常情况，便开展了调
查，经审计发现，从 2014年起至

的钱!另一个是单位给缴纳到基本
医疗保险基金里的钱$ 基本医疗保

额外的损失!损失达到一定的数额!
即符合刑法所规定 '其他严重情

在日常生活中! 用他人医保卡
去买药看病的情况并不少见! 在不

在 2004年的一次体检中，张
慧芳被查出患上胆囊癌，术后两年

2016年的两年时间里，张慧芳夫
妇俩虚开的各种药品由医保支出

险基金的钱是属于每一个医保投
保人的!其目的是为了通过一定区

节(!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借用他人医保卡使用! 客观上

少人看来这与违法犯罪不沾边# 但
是这些行为本质上都可以归类为骗

又发现病灶已转移至腹壁并发生癌
变，不得已只能再次进行手术。
谁知
好景不长，2009年在癌症手术后的
例行检查中发现病灶又再次转移至
双侧肺部。短短的五六年里，
张瑞芳

金额高达 40余万。
2016年 4月的某一天，公安人
员来到张慧芳家中进行搜查，随后
对张慧芳夫妇俩进行了拘留，两人
怎么也想不通平时自己身边这种借

域范围内社会群体间的互助与共
济来分担疾病风险!解决参保人员
的医疗费用!是给每位参保人员的
救命钱$

行为人冒充了持卡人!虚构了相关
疾病的事实)主观上有非法获取不
当利益的目的)最后通过虚开药品
或虚假医疗获取了非法利益!符合

保行为!在 %'!" 年 " 月通过的司法
解释中! 将骗取社保的犯罪统一以
诈骗罪论处# 在国家大力建设诚信
社会&建立个人诚信档案的今天!这

就进行了三次大手术，且需要长期

卡开药的情况司空见惯，怎么轮到

举个简单的例子%看病挂号费
!" 元! 个人只要承担 # 元!$ 元由

诈骗的犯罪构成# 我国刑法第 %##
条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

样的行为也会被记入个人诚信档
案!希望大家引以为戒!事关法律无

服用药物来稳定病情。而丈夫身体
状况也不太好，患有高血压、
心脏病
等慢性疾病，也需要长期服用药物，

自己这儿就犯了法还要吃上官司
呢？再说，
自己卖掉的药也远远没有
四十余万呀！

医保基金与医院结算$ 个人承担的
这 # 元! 先由个人医保卡账户支
付$ 当个人医保卡账户内的金额用

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者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数额巨
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

小事!勿以利小而为之#
*以上人物均为化名#
陈峰

在日常生活中，你有没有过自

戚的医保卡买药，但有时候药配多
了吃不完，
配少又怕不够吃。

律师札记

陪 伴
陪伴，是人类相互依赖的情
感。古代的帝王死后陪葬要带走
人间奢华的一切；现代的袁世凯
病入膏肓的时候，儿媳还自割股
肉熬汤以希求留住他的残生。在
凡夫俗子的社会中，老人需要子
女的陪伴，孩子需要家长的照
看，千百年年来人伦和种族就在
陪伴中延续。

公益诉讼制度的源起
法将其规定为“为了保护社会公共

可以根据任何社会组织或个人写来

同时，
随着我国 2012年修订的

利益提起的诉讼，在法律没有特别
限制的情况下，允许市民以个人身

的一张明信片、一封信或新闻报道
行使案件管辖权。

《民事诉讼》、
2014年修订的 《环境
保护法》以及 2015年和 2016年最

法制史话
转眼又到“3.
15”了，今天和大

份提起的诉讼”
。

公益诉讼在我国也有 20多年

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环境民事公

家谈一谈公益诉讼制度渊源来由。
为什么要有公益诉讼制度呢？
这不得不提经济学界熟知的“公地

现代公益诉讼起源于美国，英
文 为 “publ
i
ci
nt
er
es
tl
i
t
i
gat
i
on”
，以 1890年的《谢尔曼法》和

的发展历史。1992年，我国第一家
公益法律组织——
—武汉大学社会弱
者权利保护中心成立。此后，公益诉

益诉讼案件、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
件两个司法解释的陆续出台，标志
着我国公益诉讼制度的正式确立。

悲剧”现象。大意是说，个人的土地
被有效地使用，而公共土地却因为

1914年的《克莱顿法》为开端，对于
违反反托拉斯法的行为，除了受害

讼活动日剧增多。比如，1996年邱
建东诉福建省龙岩市邮电局案；

其中，2014年 12月，浙江省消保委
诉上海铁路局“强制实名制购票乘

过度放牧而寸草不生。因此，公益诉

人起诉外，检察官还可以提起衡平

2006年徐建国告武汉铁路公安局

车后遗失车票的消费者另行购票”

讼制度应运而生。
公益诉讼起源于古罗马。罗马

诉讼。亚洲第一个引入公益诉讼的
是国家是印度。印度法律规定，
法院

麻城铁路公安处非法查验居民身份
证案等等。

案，被称为“全国首例消费维权公益
诉讼第一案”。
江民

但是，扪心自问，谁能陪伴
自己的一生呢？从普遍的规律上
看，父母会先于自己离世，而自
己会先于子女离世，即便是夫妻
也不能白首同归。那么，难道世

咨 询 台
界上没有什么能陪伴自己的一
生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
有一样东西可以陪伴我们的一
生，那就是法律！人们从来不说
需要空气陪伴，万物却须臾离不
开空气。百里沃野在春风中吹
绿，宇宙生灵在空气中生存。空
气是生灵活着的伴侣；但实际
上，法律比空气对人的陪伴还要
多。法律关注了人出生前（胎儿）
的权利；法律调整着人死后的利
益；法律还平衡着人与人、人与
组织、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上
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这就

夫妻一方非法债务
配偶方不应承担
李女士! 我丈夫前几年染上赌博恶
习!为此我们闹过很多次!他始终不改$ 为

不继承遗产是否仍应赡养老人
刘女士! 我父母共生育哥哥和我两个

律师解答!刘小姐应当承担母亲的医疗

子女!我们都已成家!平时父母和哥哥共同
生活$ 去年父母订立了遗嘱!表明他们百年
后遗产全部由哥哥继承$ 现在母亲因重病需

费!并在父母需要或提出要求时承担赡养义
务$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
助的义务$无论刘小姐父母的遗产将来由谁

要进行手术!哥哥和父亲要求我承担部分医

继承!刘小姐和她的哥哥都应当履行对父母

疗费$ 请问我应当承担母亲的医疗费吗+

的赡养义务$

了孩子!我们没有离婚!但这几年一直都
是我领着孩子在外租房居住!他从未管过
我们$ 最近有几个自称他朋友的人找到
我!拿着一份借据!说我丈夫赌博输了钱!
借他们的钱还的!现在找不到他!所以我

堆放物品致人损害
堆放人应承担赔偿责任

得还这个钱$ 请问这笔钱我应该还吗+
是无所不在的法律，不管你知不
知道，法律总是默默地陪伴在你
的身旁。
—法 律
既然我们 的 同 伴 ——
无时不在，那我们为什么不关心
了解一下这个同伴呢？窗外早樱
已经吐露芳华，蓬勃生命在体内
律动。春天正是读书天，让我们
心存敬畏捧读法律，因为人生最
好的陪伴就在其中。
杨波

律师解答!李女士不应当偿还这笔债
务$ 根据法律规定!夫妻一方举债用于家
庭生活开支的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出借人

王先生! 邻居经常将旧的家居物品堆

律师解答! 邻居应当赔偿王先生母亲

放在过道里!使本不宽敞的过道更加狭窄$
前两天我母亲从过道经过时! 不小心胳膊
碰到堆放的杂物!致使杂物滑落!砸伤我母

的医疗费$ 根据法律规定!堆放物倒塌造成
他人损害! 堆放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
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楼道属于公共通

明知借款人是为了进行非法活动而借款

亲!为此支付医疗费 !''' 多元$ 我母亲向

道!本就不应堆放物品$ 邻居的行为显然具

的!其借贷关系不予以保护$ 现债权人明
知道李女士的丈夫举债用于赌博仍向其

邻居提出赔偿! 邻居说是我母亲自己不小
心!与他无关$ 请问邻居应该赔偿我母亲医
疗费吗+

有过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出借款项!这种借款不受法律保护$

上海市浩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陈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