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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
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的人
口占总人口的 13.26%，总数
1.79 亿。医院就诊数字化进
程加快，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
老年患者如何挂号就诊?记者
走访了成都部分三甲医院。

电话、自助机……
这些方式均可挂号

市民姚大妈周一一大早
来到四川省人民医院，用自助
机挂号时卡在了缴费环节，

“我没用过这些(手机支付)，之
前都是找志愿者换钱。”姚大
妈用的是按键手机，无法扫码
缴费。姚大妈找到志愿者，将
挂号费13元现金给了志愿者，
然后志愿者帮她扫码支付了
挂号费。“只要能帮的我们肯
定帮，借别的志愿者的手机，
也会帮助患者挂上号。”志愿
者小牛说，不过，“如果大家都
这样换钱，我肯定忙不过来。”

记者从四川大学华西医
院了解到，目前医院已不再设
置线下挂号窗口，提供包括手
机软件在内的六种预约挂号
方法，包括线下自助机挂号和

114 电话挂号。川大华西医
院的公众版网页上有一张预
约挂号方式一览表，更新时
间为2019年6月。

“华医通 App”预约挂号
需要先通过人脸识别，注册
电子健康卡后可以挂号。“手
机软件字体小，看不清，我让
女儿用她的手机号帮我注册
了微信。”市民刘大爷在女儿
的指导下关注了华西医院微
信公众号。

没有智能手机的老人应
该如何挂号?记者咨询四川大
学华西医院得到的答复是

“您可以让家人来自助机挂
号。”“没有智能手机也没有
家属帮忙操作的老年患者挺
多的，比较热门的科室来两
次都没挂上号的情况也是有
的。”导医志愿者告诉记者。

绿色通道
一对一服务

2016年8月，四川省卫生
计生委联合8部门印发了《关
于加快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
服务相结合的实施意见》，其
中明确，到 2017 年全省 80%

以上的医疗机构开设为老年
人提供挂号、就医等便利服
务的绿色通道。

记者从成都市卫健委了
解到，目前部分医院已经开
设了老年患者挂号就医绿色
通道。“我们针对没有智能手
机的老年患者开通了专用的
挂号交费窗口，针对高龄患
者有一对一的就诊服务，对
于有智能手机但不熟悉操作
方法的老年患者，我们在门
诊大厅有志愿者和工作人员
指导他们使用线上服务或自
助机挂号。”市二医院门诊部
门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成都一位医疗行业人士
也表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的“缓冲”作用可以在一定程
度上缓解老年患者挂号难的
问题。“过去不少患者对于家
门口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缺
少信任，觉得‘专家’太少。
现在已经有比较成熟的轮岗
模式，通过专家交流、签订转
诊协议等方式，逐步增强基
层卫生服务能力，还可以帮
助老年患者在更高层级的医
疗结构挂号就诊。同时，医
疗教育体系对于全科医生的

培养有很大提升空间，他们
在基层医疗系统中发挥了重
要的作用。”

一位互联网行业软件开
发者透露，伴随着社会老龄
化进程的是老年群体数字化
需求的不断增加。“老年群体
迫切需要的健康管理、就医
类软件还明显不足。除了放
大字体，还需要精简软件操
作流程，增加操作提示和客
服，实现简单易懂的体验效
果。”

《“十三五”国家老龄事
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
划》中指出，“提升老年用品
科技含量。加强对老年用品
产业共性技术的研发和创
新。”同时还强调了老年医疗
健康基础设施建设，“加强老
年康复医院、护理院、临终关
怀机构和综合医院老年病科
建设。有条件的地区可将部
分公立医院转为康复、护理等
机构。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康复护理床位占比，积极开
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为老年
人提供连续的健康管理和医
疗服务。”

（据红星新闻）

10月 14日公安部新

闻发布会在京召开，通报最

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

院、公安部联合印发《关于

依法办理“碰瓷”违法犯罪

案件的指导意见》有关情

况。

发布会介绍，近年来，“碰
瓷”现象时有发生，性质恶劣、手
法隐蔽多样，既严重危害公民人
身、财产安全，也扰乱社会秩
序。为此，公检法机关将“碰瓷”
违法犯罪作为打击重点之一。
但在案件办理时，需要更为明确
的规范性文件加以指导。

据介绍，《指导意见》对
“碰瓷”违法犯罪予以明确界
定。“碰瓷”是群众对这一类社
会丑恶现象约定俗成的用语，
以往由于没有明确定义，造成
法律界限不明确。为解决这
个问题，经调研后，在《指导意
见》中对“碰瓷”进行了定义：

建信基金旗下 14只产品
年内收益率超40%

今年以来，资本市场在疫
情影响下波动较大，而公募基
金凭借专业投研优势为投资
者获得了“真金白银”的回报，
银河证券数据显示，截至 9 月
25 日，股票基金、混合基金年
内收益率为 25.93%、28.95%。
建信基金有多只产品超越平
均，旗下共计有 30 只权益类
基金年内收益率达30%以上，
建信高端医疗、建信中小盘、
建信改革红利、建信创业板
ETF 等 14 只 产 品 收 益 率 超
40%，尤其是建信高端医疗已
为投资者赚取了超 70%的良
好回报。

政策暖风吹向权益基金
权益投资成基金公司核
心竞争力

近日，国务院发布关于进
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意见
中提出，要大力发展权益类基
金，丰富风险管理工具，吸引
更多中长期资金入市。权益
投资能力显然已成为了行业
竞争的核心力。据海通证券
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在权益
投资方面具有领先优势的景
顺长城基金，旗下权益类基金
绝对收益率和超额收益率最
近 5 年在 12 家大型基金公司
排名中均位居第 1 名，彰显了
其在主动权益投资方面过硬
的实力。

2020年最后一季赛程
黑马基金如何操作？

2020 年公募基金的赚钱
效 应 仍 在 持 续 。 据 银 河 证
券，融通基金旗下的融通医
疗保健行业年内以来表现优
秀 ，取 得 99.29% 的 收 益 率 。
融通医疗保健基金经理蒋秀
蕾表示，四季度操作策略继
续延续前三季度的“白马+成
长”的投资策略，重点关注医
疗保健行业中高景气度赛道
如创新药、创新医疗器械、创
新疫苗、CXO、连锁药店、医
疗服务的龙头公司，阶段性
根据市场流动性和风险偏好
高低参与小市值公司的绝对
收益机会。

（投资有风险，选择需谨慎）

资讯

两高一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
首次对“碰瓷”作出明确界定

老年人不会手机挂号怎么办？

成都部分医院开通老年患者绿色通道

指行为人通过故意制造或者
编造其被害假象，采取诈骗、
敲诈勒索等方式非法索取财
物的行为。这就第一次对

“碰瓷”行为作出了准确界
定，为司法实践提供了指引。

《指导意见》还对实施
“碰瓷”构成的犯罪进行了梳
理，分类予以明确。常见情
形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诈
骗类。即制造假象，采取欺
骗、蒙蔽手段诱使被害人上
当，从而获取财物的情形，其
突出特点是“骗”，主要涉及
诈骗罪、保险诈骗罪、虚假诉
讼罪。另一类是敲诈勒索
类。即不仅制造假象，而且
对被害人或其近亲属实施轻
微暴力、软暴力或者以揭露
其违法违规行为、隐私、扬言
侵害相要挟，从而获取财物，
其突出特点是“敲诈”，主要
涉及敲诈勒索罪。

另外，《指导意见》还规
定了其他与“碰瓷”相关的犯
罪。同时，《指导意见》还规
定对实施“碰瓷”，尚不构成

犯罪，但构成违反治安管理
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
处罚，实现行政执法与刑事
司法有效衔接。

此外，《指导意见》还加
大对“碰瓷”犯罪团伙、黑恶
势力犯罪的打击力度。据介
绍，实践中，“碰瓷”犯罪日益
呈现团伙化和集团化的特
点，甚至在一定地区形成黑
恶势力。与单个主体实施的

“碰瓷”犯罪相比，共同实施、
通过犯罪集团、黑社会性质
组织等实施的“碰瓷”犯罪的
社会危害更为严重，影响更
为恶劣。为此，《指导意见》
对“碰瓷”案件中共同犯罪、
黑恶势力犯罪的认定和从严
从重惩处予以明确，规定对
于符合黑恶势力认定标准
的，应当按照黑社会性质组
织、恶势力或者恶势力犯罪
集团侦查、起诉、审判，有利
于铲除此类犯罪组织的根
基，净化社会环境。

同时，人民法院、检察机
关在办理此类案件时，也要

坚持宽严相济，准确适用法
律。据介绍，人民法院要根
据不同“碰瓷”行为的特点，
综合考虑行为人的主观恶
性、行为手段、危害后果以及
行为人在案件中所起的作用
等，体现区别对待，落实宽严
相济。对于“碰瓷”犯罪集团
中的首要分子、骨干分子，多
次“碰瓷”特别是屡教不改
者，以及后果特别严重、影响
特别恶劣的，要作为打击重
点依法严惩。检察机关不断
加强与公安机关、人民法院
等相关部门的协调配合，严
格把握罪与非罪、此罪与彼
罪的标准，坚持依法惩处。
对于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和
黑恶势力犯罪分子，对于构
成累犯和造成严重危害后果
的犯罪分子，依法从严惩处，
绝不姑息。同时，在办案中，
严格区分“碰瓷”犯罪与民事
纠纷、行政违法之间的界限，
既防止出现“降格处理”，也
防止打击面过大的问题。

（据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