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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事

面对2.67亿老年人，如何守护最
美“夕阳红”？推进医养结合，是优化
老年健康和养老服务供给的重要举
措，但也面临床位少、费用高、护理人
员短缺等困难。

《关于进一步推进医养结合发展的
指导意见》7月21日公布，在总结近年
试点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我国
医养结合的政策、服务、标准、人才、信
息等体系，为各地加大服务供给、打通
堵点绘出“路线图”。

看点一：
基础设施加快“补短板”

根据指导意见，除了积极提供居家
医疗服务之外，在社区和乡镇，有条件
的卫生院、敬老院等要利用现有资源，
内部改扩建一批医养结合服务设施。

对于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鼓励开
展居家医疗服务、医养结合签约服
务，特别是医疗资源富余的二级及以
下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利用现有床位
开展养老服务。

对于养老机构，则要改造增加护
理型床位和设施。同时支持社会力量
建设专业化、规模化、医养结合能力
突出的养老机构。

“医养结合的广大需求在基层，要加
强基层医养结合的‘补短板’工作。”清华
大学健康中国研究院院长梁万年说。

看点二：
服务内容突出“连续性”

突出综合性、连续性服务，正是医

养结合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指导意
见提出，各地要推动社区医疗卫生、养
老服务、扶残助残等公共服务设施统
筹布局、资源共享，鼓励基层积极探索
相关机构养老床位和医疗床位按需规
范转换机制。

“医养结合的推进，涉及医疗、养
老、社区、产业等多方面内容，做好不同
系统之间的服务衔接十分重要。”国务
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
研究所研究员冯文猛说。

指导意见还强调积极发挥信息化
作用。“智慧信息化是提高医养结合服
务效率和水平的重要科技支撑手段。”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陈功说，通
过建设全国老龄健康信息管理系统、
全国养老服务信息系统，以及实施智
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行动等方式，将
进一步优化医养结合服务衔接。

看点三：
配套政策打通“最后一米”

位于河北燕郊的燕达养护中心，入
住的京籍老人占比97%。相邻的燕达医
院，率先实现与北京医保的互联互通，
并通过同北京优质医疗资源合作，极大
提升了老年人医疗、护理等方面能力。

不过，一些地方仍存在“老大难”问
题。比如，部分医疗机构“有签约、无激
励”，提供医养结合服务的动力不足。

此次出台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
多个维度的支持政策。公立医疗卫生
机构为老年人提供上门医疗服务，采
取“医药服务价格+上门服务费”的方
式收费，上门服务费可综合考虑服务
半径、人力成本、交通成本、供求关系
等因素自主确定。

此外，根据医养结合特点，合理确
定养老机构内设医疗卫生机构医保总
额控制指标，鼓励商业保险将老年人预
防保健、健康管理、康复、护理等纳入保
障范围；医疗卫生用地、社会福利用地
可用于建设医养结合项目，允许和鼓励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用于医养结合项目
建设；通过税收优惠，支持社会力量提
供医养结合服务……

看点四：
多渠道拓展专业人员“供给量”

数据显示，我国失能、部分失能
老年人约 4000 万，对照护人员的需
求超过 1300 万人，但目前仅有相关
人员50多万人。

指导意见专门提出，加快推进医
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紧缺人才培养，并
提出通过开展应急救助和照护技能培
训等方式，提高失能老年人家庭照护
者的照护能力和水平。

此外，指导意见支持医务人员特
别是退休返聘且临床经验丰富的护
士，到提供医养结合服务的医疗卫生
机构执业，以及到提供医养结合服务
的养老服务机构开展服务。

“指导意见提出了加强人才培训、
引导医务人员从事医养结合服务、壮大
失能照护服务队伍三项重点任务。”国
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研究
员郝晓宁说，这是推动人才队伍提量提
质的一揽子措施，有望吸引更多人才参
与到医养结合服务中。

新华社记者 董瑞丰 李恒
（新华社北京7月21日电）

为各地加大服务供给、打通堵点绘出“路线图”

医养结合领域指导意见有四大看点

新华社北京 7 月 21 日电（记者
张辛欣）记者21日从工信部获悉，工
信部升级开发了“一证通查 2.0”服
务。用户凭借手机号码和身份证号
码后六位，便可查询本人名下手机
号码关联的互联网账号数量。该服
务目前支持腾讯、阿里巴巴、百度、
快手、抖音、京东、美团等企业的互
联网账号查询，后续将接入更多互
联网企业。

工信部网络安全管理局有关负责
人表示，部分用户反映名下的手机号
码在本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注册了
互联网账号，由于缺乏统一便捷的查
询电话号码关联互联网账号的有效

途径，给广大群众维护切身利益造成
不便。在前期全国移动电话卡“一证
通查”服务基础上，工信部升级开发
了“一证通查2.0”服务。

这位负责人介绍，“一证通查2.0”
服务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保护用户
隐私，最小化采集用户个人信息，并
在查询页面中进行脱敏显示，在反馈
的查询结果中也仅包含关联互联网
账号数量。二是覆盖主流应用，三是
查询方式便捷，用户在使用“一证通
查2.0”服务时，可通过工信部政务微
信号“工信微报”和“工信部反诈专
班”“中国信通院”微信公众号等多种
途径进行查询。

工信部推出“一证通查2.0”服务

手机号码关联互联网账号可查询

新华社北京7月21日电（记者 谢
希瑶）上半年，全国粮油食品网络零售
销售额同比增长21.9%；露营天幕、便
携桌椅床、滑雪装备销售额分别增长
331.8%、123.1%和 72.7%；节能中央空
调、节能冷柜、节能热水器销售额分别
增长124.0%、33.8%和27.2%。

这是记者21日从商务部举行的
网上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的。
根据商务大数据监测，上半年全国网
络零售市场基本生活类和升级类商
品销售增速较快。

从地区来看，上半年，中部和东北
地区网络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8.1%和
4.7%，比全国增速分别高出5个和1.6
个百分点，西部和东部地区网络零售
额同比分别增长4.5%和2.9%。

数据显示，上半年，在线服务消
费逐步回暖，在线餐饮销售额同比增

长2.6%，其中到店餐饮和外卖销售额
同比分别增长14.2%和 0.8%；农村网
络零售市场持续恢复，全国农村网络
零售额9759.3亿元，同比增长2.5%，
其中农村实物商品网络零售额同比
增长3.6%，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同
比增长11.2%。

数据还显示，上半年电商新业态
新模式保持活力，商务大数据重点监
测的电商平台累计直播场次数超
600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5170亿人
次，直播商品数超4750万个。

国家统计局此前发布数据显示，
上半年全国网上零售额6.3万亿元，同
比增长3.1%；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
额5.45万亿元，增长5.6%，占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25.9%，较去年同
期提升2.2个百分点。网络零售市场
企稳回升，展现良好复苏态势。

上半年基本生活类和升级类商品
网络零售增速较快

新华社美国尤金 7 月 20 日电 （记
者 王子江）中国选手冯彬20日在俄
勒冈世界田径锦标赛女子铁饼决赛
中，第一投就取得69米12的全场最佳
成绩，最终强势夺冠，为中国队赢得
本届世锦赛第二金。

决赛有12名选手参加，包括来自
美国的东京奥运会冠军奥尔曼和冯彬
一直以来的偶像、曾经两夺奥运冠军
的克罗地亚名将佩尔科维奇。冯彬从
未在奥运会、世锦赛中进入前三，因
此并不被看好，但第八位出场的她第
一投就创造了奇迹，把铁饼扔到了自
己都不敢相信的距离。

冯彬把66米的个人最好成绩提高
了3米12，这个成绩成为所有人追赶的
标杆。佩尔科维奇尽管在第二投取得
68米45的赛季个人最佳成绩，也只能
获得银牌。奥尔曼以68米30摘得铜牌。
冯彬接下来的五次试投也都没能超越
自己，最好成绩是第三投的66米89。

“非常开心，非常激动。”身披国
旗在尤金的海沃德田径场庆祝完胜利
后，冯彬爽朗地笑道。

资格赛一投晋级后，冯彬决赛的
“心理预期是66米以上”，投到69米
“根本不敢想象”。她说，因为主要对
手的最好成绩都在70 米以上，她只
能寄希望于前三投，这也是赛前一
直训练的重点，这样的战术最终让
她突出重围。

“我知道第一投是超常发挥，能否
拿这块奖牌只能看对手的表现了。”

冯彬的爆冷，也让佩尔科维奇和
奥尔曼震惊不已。

世界排名第一的奥尔曼赛后说：

“两年前，我们在钻石联赛中经常较量，
但自从东京奥运会后，我们再没见过
面。她今天发挥太好了，我为她感到激
动。但这个成绩的确令人震惊。”

两次赢得世锦赛冠军、7次赢得
钻石联赛总决赛冠军的佩尔科维奇也
表示，从没有想到来自中国的冯彬会

夺冠，但她同时向冯彬表示祝贺：
“取得这样的成绩必须凭借很好的运
气，我们每个人都有资格获得‘红地
毯’的待遇。”

这是继李艳凤在2011年大邱世锦
赛夺得女子铁饼金牌后，中国选手第
二次在这个项目上夺冠。这块金牌也

是中国队继王嘉男在男子跳远夺冠
后，本届世锦赛上赢得的第二金。

冯彬小学五年级开始练习铁饼，
曾参加过2017年伦敦世锦赛和2019年
多哈世锦赛，分别取得第八名和第五
名。她还参加了里约和东京两届奥运
会，一次第八，一次未进决赛。

田径世锦赛：

冯彬一投定“金”震惊自己也震惊对手

7月20日，冯彬庆祝夺冠。 新华社记者 吴晓凌 摄

7月20日，游人在合肥罍街游览。
对于大多数合肥人来说，罍街是耳熟能详的热闹街区。夜晚灯火璀璨，人声

鼎沸，既有传统餐饮的烟火美味，又有老少皆宜的娱乐活动，还有年轻人热衷的
文创艺术，多种元素相互辉映，点亮了合肥的夜间文旅生活。

近年来，罍街积极拓展夜间文旅游乐项目，不断激活合肥老城区活力。据悉，
罍街目前拥有商户322家，年客流量达700万人次。 新华社记者 韩旭 摄

新华社上海 7 月 21 日电 （记者
郭敬丹 吴振东） 上海市十五届人大
常委会第四十二次会议 21 日表决通
过 《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关于进一步做好当前促进就业工
作的决定》，明确全社会应当共同维
护公平就业环境，任何用人单位不
得因劳动者患传染性疾病而解除其
劳动合同，在招用人员时不得以曾
患传染性疾病为由拒绝录用，法
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决定即日起施行。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上海
市就业工作面临严峻挑战。“为此，有
必要制定促进就业相关法律性问题决
定，更好地动员社会各方共同做好当
前稳就业工作。”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法
工委主任阎锐说。

决定共 12条，进一步明确政府、
社会组织、企业等社会各方在当前稳
经济、稳市场主体、促进就业工作中
的责任。例如，国有企业应当发挥在
吸纳就业方面的引领示范作用，充分
挖掘和新增就业岗位；上海的市、区

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充分发挥中
小微企业吸纳就业的主渠道作用，扶
持和鼓励中小微企业拓展经营、增加
就业岗位。银行业金融机构、融资担
保机构应当加大对中小微企业融资扶
持力度，同时，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
体系功能作用。支持浦东新区在稳定
和扩大就业方面创新探索。

根据决定，援企稳岗纾困政策期
限届满后，根据国家政策要求和上海
市实际，市、区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
应当采取相应的扶持措施，支持各类

市场主体稳岗促就业。
决定要求，探索建立因疫情不可抗

力因素造成失信的豁免制度。明确上
海的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强化对下一级
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促进就业工作成
效的考核，并将考核结果作为年度绩效
考核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
依据；要求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落实主
要就业指标和政策措施情况的专项监
督和检查，重点督导法规政策落地、重
点群体就业、资金保障落实等。

上海明确不得以曾患传染性疾病为由拒绝录用员工

（上接第一版）
近年来，我市聚焦支持知识产权

创造，促进知识产权运用，加强知识
产权保护，持续优化知识产权领域营
商环境，不断强化知识产权支撑保
障，进一步激发了创新主体的积极性
和主动性，为全市经济社会平稳健康
发展注入强劲创新动能。截至目前，
我市拥有有效发明专利4828件，有效
商标注册量79482件；办理知识产权
质押融资53件，融资金额4.29亿元；
获批地理标志保护产品13件，地理标
志证明商标34件；今年全市新增省级

专利导航服务基地2家，省级知识产
权公共服务网点3家；各县（市、区）知
识产权援助工作站和专利代理机构
实现全覆盖。

随着“新举措”的出台，我市将推
动各县（市、区）健全完善区域知识
产权扶持政策，进一步扩大知识产
权政策扶持的广度和深度，充分发
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杠杆作
用和放大效益，激发创新主体创新
活力，以知识产权的高质量发展助
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全媒体记者 徐侃 通讯员 王晨君）

根据指导意见，除了积极提供居家医疗服务之外，在
社区和乡镇，有条件的卫生院、敬老院等要利用现有资源，
内部改扩建一批医养结合服务设施

鼓励商业保险将老年人预防保健、健康管理、康复、
护理等纳入保障范围；医疗卫生用地、社会福利用地可用
于建设医养结合项目，允许和鼓励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用
于医养结合项目建设；通过税收优惠，支持社会力量提供
医养结合服务

指导意见专门提出，加快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紧
缺人才培养，并提出通过开展应急救助和照护技能培训等
方式，提高失能老年人家庭照护者的照护能力和水平

新华社北京7月21日电 7月21
日，世界青年发展论坛在京开幕。国
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尼日
尔总统巴祖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
斯、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施瓦布等100多位中外嘉宾和100多
个国家约2000名青年代表通过线上
线下方式参加会议。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以视频方
式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鼓励与会青
年朋友们积极响应习近平主席的号
召，以青年的活力、朝气和担当，为全
球发展进步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向论坛
发来视频致辞，希望各国大力支持青
年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

面发挥积极作用。
本次论坛由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

主办，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人口基
金、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联合国驻
华系统、世界经济论坛共同支持。

本次论坛是习近平主席6月24日
在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上亲自宣布举
办的，旨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
续发展议程汇聚最广泛力量。论坛以

“促进青年发展、塑造共同未来”为主
题，分设“就业创业”“气候变化和绿色
发展”“数字经济”“包容和公平的优质
教育”四个主题论坛，面向全世界发出
《青年优先发展国际倡议》，启动全球
青年发展行动计划相关筹备工作。

世界青年发展论坛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