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淮医保发 E⒛ 19)57号

关于开展全市医保信用承诺工作的通知

各县区医保局,市 医保中心 :

开展医保信用承诺工作是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

制的重要举措,是推动医保信用主体自我约束、诚实守信的重要

手段,也是深化
“
放管服

”
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迫切需要。为

认真贯彻落实 《淮安市医疗保障信用管理试行办法》(淮医保发

EzO19〕 47号 ),推进全市医保信用体系建设,现就开展全市医

保信用承诺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信用承诺对象

定点医药机构、协议管理医 (药 )师、参保人员及医疗救助

对象 (以下简称参保人员 )。

二、信用承诺内容

∷ 承诺本单位 (人 )严格遵守医保法律法规、政策及协议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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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全面履行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不发生 《淮安市医疗保幛信

用管理试行办法》规定的失信行为:若违背承诺约定,经查实 ,

愿意接受医保部闸给予的处理、惩戒,并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三、信用承诺程序

市医保局制定《医保信用承诺书》格式文本。各县区医保局、

市医保中心要通过政务大厅、网站、微信公众号等方式向社会公

布,方便信用承诺对象领取或下载;要指导信用承诺对象进行信

用承诺。《医保信用承诺书》由信用承诺对象填写,信用承诺对

象为单位的,应经法定代表人 (或负责人 )签字;《 医保信用承

诺书》一式两份,一份由信用承诺对象留存、一份交医保部门保

存;法定代表人 (或 负责人 )、 主体名称发生变更的应当及时重

新做出信用承诺。

四、信用承诺应用

定点医药机构信用承诺情况要通过单位网站、公示栏等向社

会公示,接受社会监督。医保部门或医保经办机构将医保信用主

体承诺情况作为对医保信用主体事中事后监管的重要依据;将医

保信用主体是否遵守信用承诺作为业务办理、表彰奖励、评先评

优的重要参考。

五、精心组织实施

各县区医保局、市医保中心要高度重视医保信用承诺工作 ,

通过多种途径、多种方式宣传信用承诺的主要内容,普及信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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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提醒医保信用主体失信可能造成的影响,增强信用自律意识。

要告知医保信用主体开展信用承诺的方式,组织开展医保信用承

诺工作,确保 2019年 10月 10日 前完成定点医药机构信用承诺

工作;协议管理医 (药 )师信用承诺工作由各定点医药机构组织

实施 (定点医药机构其他工作人员参照实施 ),医保信用承诺书

由所在单位统一保管各查,医保部门不定期组织检查;参保人员

信用承诺根据业务办理需要开展。要加强信息沟通,及时解决医

保信用承诺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总结信用承诺工作经验;加强对

医保信用主体信用承诺工作开展情况督查通报,确保信用承诺工

作落到实处。

附件:1、 定点医疗机构医保信用承诺书

2、 定点零售药店医保信用承诺书

3、 协议管理医师医保信用承诺书

4、 协议管理药师医保信用承诺书

5、 参保人员医保信用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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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定点医疗机构医保信用承诺书

单位名称 : ,统 一社会信用代
9码 : ,地址:

单位性质 : ,法定代表人 :

为进一步规范医疗服务行为,建立诚信经营长效机制,营造诚

实守信的良好形象,我单位公开作出以下承诺:

1、 严格遵守医保法律法规、政策及协议约定,全面履行应尽

的责任和义务。
2、 认真核验住院参保人员社保卡等凭证,做到人证相符。

3、 不采取降低起付标准、减免个人自付费用等手段诱导参保人

员住院治疗。
4、 不为参保人员提供超出执业登记范围诊疗并纳入医保基金结

算。
5、 不将本单位科室承包、出租给个人或其他医疗机构,以本单

位名义开展诊疗活动。
6、 不虚构医药服务,伪造医疗文书、票据或凭证等。

7、 不为参保人员虚开发票、提供虚假发票。

8、 不将应由个人负担的医药费用纳入医保基金支付范围 ,

不串换药品、耗材、物品、诊疗项目等。
9、 不为非定点医疗机构、暂停协议医疗机构提供医保基金

结算。
10、 全面配合医保监督检查,向 医保部门及医保经办机构报告

监管所需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本单位将严格履行以上承诺,如有违反,愿意接受医保部门给

予的处理、惩戒,并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承诺单位 (盖章 )∶

法定代表人 (签字 ):

年  月   日

-4-



码 :

附件 2:

定点零售药店医保信用承诺书

单位名称 : ,统一社会信用代

,地址 :

单位性质: ,法定代表人 :

为进一步规范医药服务行为,建立诚信经营长效机制,营造诚

实守信的良好形象,我单位公开作出以下承诺:

1、 严格遵守医保法律法规、政策及协议约定,全面履行应尽

的责任和义务。
2、 不盗刷社保卡为参保人员套取现金或购买营养保健品、化妆

品、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物品。

3、 不为参保人员串换药品、耗材、物品等。

4、 不为参保人员虚开发票、提供虚假发票。

5、 不为非定点医药机构、暂停协议医药机构提供刷卡记账服务。

6、 全面配合医保监督检查,向 医保部门及医保经办机构报告

监管所需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本单位将严格履行以上承诺,如有违反,愿意接受医保部门给

予的处理、惩戒,并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承诺单位 (盖章 ):

法定代表人 (签字):

年  月   日

-5-



附件 3:

协议管理医师医保信用承诺书

医师姓名:     ,身 份证号码:

,执业类别 :

,职称 :

,注册地

任职科点

室

医师证件号 :

为进一步规范医疗服务行为,树立诚实守信的良好形象,本人

郑重作出以下承诺:

1、 严格遵守医保法律法规、政策及协议约定,全面履行应尽

的责任和义务。
2、 认真核验住院参保人员社保卡等凭证,做到人证相符。

3、 不为参保人员提供超出执业登记范围诊疗并纳入医保基金结

算。
4、 不虚构医药服务,伪造医疗文书、票据或凭证等。

5、 不为参保人员虚开发票、提供虚假发票。

6、 不将应由个人负担的医药费用纳入医保基金支付范围 ,

不串换药品、耗材、物品、诊疗项目等。

7、 不为非定点医疗机构、暂停协议医疗机构提供医保基金

结算。
8、 全面配合医保监督检查,向 医保部门及医保经办机构报告

监管所需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本人将严格履行以上承诺,如有违反,愿意接受医保部门给予

的处理、惩戒,并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承诺人 (签字 )∶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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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协议管理药师医保信用承诺书

药师姓名:     ,身 份证号码 :

药师证件号: ,执业类别 : ,注册地

点:      ,职 称:     。

为进一步规范医药服务行为,树立诚实守信的良好形象,本人

郑重作出以下承诺:

1、 严格遵守医保法律法规、政策及协议约定,全面履行应尽

的责任和义务。
2、 不盗刷社保卡为参保人员套取现金或购买营养保健品、化妆

品、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物品。

3、 不为参保人员串换药品、耗材、物品等。

4、 不为参保人员虚开发票、提供虚假发票。

5、 不为非定点医药机构、暂停协议医药机构提供刷卡记账服务。

6、 全面配合医保监督检查,向 医保部门及医保经办机构报告

监管所需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本人将严格履行以上承诺,如有违反,愿意接受医保部门给予

的处理、惩戒,并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承诺人 (签字 ):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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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参保人员医保信用承诺书

姓 名 : ,性 别 :__,身 份 证 号

码 : ,社保卡号码 :

住址 :

为进一步规范就医购药行为,树立诚实守信的良好形象,本人

郑重作出以下承诺:

1、 严格遵守医保法律法规、政策和制度,全面履行应尽的责

任和义.务。
2、 不出借本人社保卡等凭证给他人或定点医药机构,不持他人

社保卡等凭证冒名就医。

3、 不提供虚假书面承诺骗取不应由医保基金支付的医疗费用。

4、 不伪造社保卡等凭证或就医病历、医疗费用票据等。

5、 不转卖或出卖由医保基金支付的药品耗材等牟取利益。

6、 全面配合医保监督检查,向 医保部门及医保经办机构报告

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本人将严格履行以上承诺,如有违反,愿意接受医保部门给予

的处理、惩戒,并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承诺人 (签字 ):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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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⒛19年 9月 23日 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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