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京至武汉、柳州至
南宁高铁按 250公里时
速运营，广西两个中心城
市间真正进入“1小时高
铁交通圈”；武汉、上海间
安排开行8趟全程4小时
内的“大站快车”，列车运
行时间最短压缩到3小时
51分钟。

持续提高运输效率

全国铁路增加120组
动车组投入运营。在徐州
至兰州、西安至成都、南宁
至广州、贵阳至广州、重庆
至贵阳、成都至重庆、合肥
至福州、南宁至成都等方
向增开动车组列车。

增加动车组投放

实行动车组列车市场
化开行方案，安排日常图、
周末图和高峰图，周末图
比日常图多开动车组列车
193对，高峰图比周末图
多开动车组列车364对，
努力实现运力投放与客流
需求精准匹配，满足日常、
周末、小长假、春暑运及突
发客流需求。

动态优化运力安排

“复兴号”动车组日开行数
量由 114.5 对增加到 170.5
对，通达23个直辖市、省会城
市和自治区首府；在京沪间首
次投入运营16辆长编组“复兴
号”动车组3列，后续还将安排
16辆长编组“复兴号”动车组
在京广高铁、沪昆高铁等线路
上开行。

增加“复兴号”开行范围

铁路部门发挥7月1日开
通运营的昆明至楚雄至大理、
江门至湛江铁路运能，进一步
压缩区域内旅行时间，昆明到
大理2小时内到达，以大理为
中心的滇西地区融入全国高铁
网；广州至茂名、湛江最快2.5
小时、3小时可达，结束了湛
江、茂名、阳江粤西三市不通高
铁的历史，粤西人民将更加便
捷地融入珠三角经济、生活圈。

两条新线开通运营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据新华社长沙7月1日电（记者陈文广）胡
少海，1898年生，湖南宜章人，中国工农红军高级
指挥员。早年考入广东乐昌中学读书，接受进步
思想，对其父兄勒索百姓、欺压外族的行径十分愤
慨，毅然离开地主家庭，弃学从军。1926年任国
民革命军第6军营长、团长，参加了北伐战争攻克
武昌等战役战斗。

1928年1月，得知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
的队伍转战到粤北，立即赴乳源杨家寨子与朱、陈
会面，共同商议了暴动计划。随即受朱德派遣，以
国民革命军第16军47师140团副团长名义，率
两个连开进宜章县城，取得了智取宜章的胜利。
在此期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5月随朱德、
陈毅到井冈山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第29团
团长、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委员，参加了开辟井冈山
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29年随红四军出击赣南、
闽西，任第2纵队纵队长（也称司令员）、4纵队纵
队长。同年12月参加了古田会议。

1930年6月，胡少海在闽西任红21军军长，
率部在龙岩东北地区肃清反动武装和土匪，巩固
了苏维埃政权。8月在漳平永福圩侦察敌情时不
幸壮烈牺牲，时年32岁。

红军名将胡少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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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运大幕开启

全国铁路调图提速扩能

新华社北京7月1日电（记者高
亢）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取消
流量“漫游”费的要求，工业和信息化
部与三家基础电信企业研究协商，提
出7月1日开始实施。记者从工信部
获悉，目前三家企业均已按计划完成
各项准备工作并发出公告，流量“漫

游”费7月1日起正式取消，我国网络
提速降费工作又进一步。

据了解，流量“漫游”费不同于去
年取消的电话长途和漫游资费。以往
在2G时代并不存在流量“漫游”费，
进入3G时代消费者用手机上网的需
求日渐强烈，但当时流量资费依然昂

贵，运营商为方便地域业绩考核管理
和降低流量门槛而推出了流量“漫游”
费概念。

据介绍，我国手机用户数量大、运
营商套餐种类丰富、技术支撑系统相
对繁琐，取消流量“漫游”费涉及复杂
的电信业务和系统改造。为确保安

全、及时取消流量“漫游”费，三家运营
商动员了大量人力物力，在不到4个
月的时间里完成了这项工程。

通信专家表示，近年来，随着网络
提速降费工作的实施，不少通信套餐
里全国流量的额度逐年提升，取消流
量“漫游”费主要受益人群为常去外地

的出差群体和务工人员，主要使用本
地流量的消费者对此感知可能不会很
明显。取消流量“漫游”费，进一步推
动网络提速降费工作实施，将有利促
进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和网络消费增
长，对拉动内需、促进就业和引领产业
转型升级发挥重要作用。

7月1日起流量 费正式取消

多地现“网约护士”，将“昙花一现”还是必然趋势
点击手机下单，护士就能上门服务。近期，“网约护士”在北京、上海、广州、福州、西安、济南等多个城市出现，引发社会多方关注：服务

收费几何？是否安全？会不会抢夺公共医疗资源？这种服务将像很多“共享应用”一样昙花一现，还是会成为医疗资源整合的必然趋势？
日前，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网约护士”的服务价格由市场决定，护士主要是利用业余时间提供服务。有关部门

正在抓紧研究制定政策，完善相关监管措施，推动保障“网约护士”和患者双方权益与安全，规范行业发展。

30岁的济南某三甲医院护士赵
飞是一名院前急救护士。从2017年
开始，他有了一份“兼职”：利用业余
时间在一个名为“医护到家”的APP
上接单，为患者提供上门护理服务。
如今，他已是“医护到家”济南片区的
护士长。据悉，济南已有超过300名
护士在这个APP上注册，注册护士
主要来自各大公立医院。

从去年底开始，10 余个提供
“网约护士”服务的手机APP陆续
上线。患者在手机上进行注册和身
份认证后，选择所需服务，上传医疗
机构开具的处方、药品及病例证明，
即可等待护士接单。订单通过审核
后，护士就可与患者预约时间，开展
上门服务。

记者登录“医护到家”APP看

到，包括输液、打针、静脉采血等服
务，已经有1万次以上的购买记录。

类似的互联网医疗正成为手
机应用开发的热点。“健护宝”是
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搞的
创新项目。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
院双创中心主任、“健护宝”APP
创始人李其铿说，依托学校教学资
源，“健护宝”于今年4月上线，目

前平台拥有上千名注册用户。在
“健护宝”注册的护士，很多来自
在卫生学校取得了相应资质的学
生，他们有时在老师的在线指导下
开展服务。

家住福州市郊的李老伯，上个
月花 199元请了两名护士上门为
他完成日常造口护理。整个过程
大概一小时，跟在医院的护理标准

一样，还省去了往返医院和排队的
时间。“对于我们这样行动不便的
患者来说，真是解决了大问题。”
李老伯说。

不少业内人士认为，“网约护
士”满足了群众对多样化医疗的需
求，实现了社会上零散化护理需求
和护士资源的“精准对接”，是“互联
网＋医疗”的积极探索。

“网约护士”的服务价格怎么
定？记者了解到，目前各大平台尚
无相对统一的定价标准。一般收费
标准包含护理服务费、交通费两
项。以“医护到家”为例，上门打针、
拆线等服务费为139元一次，护士
陪诊服务费为198到208元一次不
等。“健护宝”的服务费中，护士的交
通费为100元左右，护理费根据服
务类型，从几十元到一百多元不等。

尽管网上有人认为“网约护士”
护理费用高昂，但接受采访的一些患
者表示，护士上门省去了自己去医院
的时间和交通费，总体是合算的。

越来越多的护士也愿意加入这
个平台。在济南，已有约300名护
士在“医护到家”注册；在福州，“健
护宝”平台已有注册护士500多名。

“从一开始没有订单，到如今平
均两三天一单，工作越来越忙。”赵
飞告诉记者，上门服务一单，他的收

入大约100元，在平台注册以来已
有数万元的收益。据了解，当前护
士薪酬不高，一些医院护士加入“网
约护士”平台，主要是利用业余时间
增加个人收入。

“网约护士”在所属医院以外提
供服务，患者的医疗安全谁来保障？
按照卫生主管部门此前发布的相关
护士执业规定，护士要在医院注册，
并在指定的医院服务。

李其铿等告诉记者，APP平台
在设置护理服务项目时十分谨慎，目
前更多承担的是居家简单护理服务，
主要包括无创、医疗风险极低的项
目，在确保医疗安全的情况下才会上
门服务。碰到一些风险较大的护理
项目时，则会建议患者到医疗机构就
诊。“医院科室完整，且有严格的验
药、配制程序及抢救设备，这还是‘网
约护士’目前不具备的。”李其铿说。

目前“网约护士”平台尚无统一

的服务规范标准，为规避医疗纠纷
的风险，有些护士上门服务时会用
录音机或者手机全程录音、录像。

“这是对患者和护士双方权益的保
障。”赵飞说。

护士多为年轻女性，上门服务
如何保障人身安全？李其铿介绍，在

“健护宝”平台，患者注册平台用户
时，必须手持身份证进行验证，人、证
一致才可以通过。此外，患者提交的
订单也必须有正规医疗机构开具的
处方，平台也会对每一个订单进行审
核，若不符合要求，平台会自动取消
订单，并致电用户告知原因。

福建省护理协会秘书长郑翠红
认为，保障护士安全既需要平台加
强细则的制定和执行，也需要政府
监管部门介入。例如，在护士准入
环节严格审核机制，可以引入医疗
专家团队进行人工审核，确保每名
护士都能够提供合格的医疗服务。

不少平台投资者和医疗界人士
认为，“网约护士”满足了百姓多样
化、多层次的健康需求，拥有巨大的
市场潜力。但发展过程中相关政策
的配套和行为规范，将决定产业的
未来走向。

记者采访多家医院管理者，他
们的态度普遍较为审慎。由于目前

“网约护士”主要是利用业余时间为
患者服务，对医院护士资源和管理
的影响暂时没有显现。多位专家认
为，要让“网约护士”服务健康发展，

还有很多政策、法律和技术问题需
要解决。

有专家认为，应逐步、谨慎放开护
士多点执业，将“网约护士”纳入卫生
行政部门监管。“三分治病七分护理”
这句话说明了护理的重要性，目前医
师多点执业政策放开的步子较大，但
护士多点执业的突破还很有限。

作为医疗服务的一个新生事
物，专家认为，“网约护士”的运作规
律不同于传统的医疗，有关部门应尽
快介入，规范相关行为，避免一哄而

上、管理滞后。
另外，“网约护士”管理也需分

层级、分类别。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护理部主任林兴凤认为，目前医院
的护士是分类的，如有的是临床护
士，有的是门诊护士。同时也是分
层级管理的，如有的是助理级别，有
的是副高级别。未来，随着“网约护
士”的发展，提供的服务事项日益增
多，分类、分级别管理将十分必要。

（据新华社北京电 记者陈弘
毅 闫祥岭 朱国亮）

（据新华社北京7月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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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下单护士直接上门，为患者提供精准护理服务

服务价格如何制定？患者安全和护士安全谁来保障？

作为医疗服务的一个新生事物，“网约护士”能走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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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天宇将上演
“火星冲日”和“红月亮”等天象

据新华社天津7月1日电（记者周润健）7月苍
穹，好戏连台。天文预报显示，七月天宇将上演“水
星东大距”“火星冲日”“月全食”等多个精彩天象。

7月12日，“水星东大距”率先登场。中国天
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赵之珩介绍，这
是水星今年的第4次大距。本次大距观测条件还
算不错。如果天气晴好，大气透明度好的话，感兴
趣的公众有望在日落后的西偏北方向低空中找寻
到水星的身影。

作为2018年最值得期待的天象，“火星冲
日”将在7月27日震撼上演，这是15年一遇的

“大冲”。
“每过 15年至 17年，就发生一次‘火星大

冲’，上一次大冲发生在2003年8月29日，这一
次发生在7月27日。‘冲日’期间，是欣赏火星的
好时机，整夜可见。”赵之珩说。

7月1日清晨，中共一大会址举行升国旗仪式。
当日清晨时分，上海市兴业路上的中共一大

会址门前已有许多忙碌的身影。在这里，首批20
位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领誓人接过聘书，《上海红
色文化地图》首发，纪念馆“党的诞生地”党员志愿
服务队成立……在这些简洁而庄重的仪式里，一
大会址迎来了党的97岁生日。

新华社记者 刘颖 摄

中共一大会址的早晨

我国多座红色旅游
目的地城市深化旅游合作

据新华社上海7月1日电（陈爱平 曹伊湄）
以红色旅游为媒，我国多座城市正深化旅游合
作。上海、浙江嘉兴、江西吉安、贵州遵义、陕西延
安日前在上海联合推介各地丰富的红色旅游资
源，上海、遵义近40家旅游协会及企业发起成立
沪遵旅游联盟。

红色文化已成为我国多个城市联动的纽带，
在长三角地区尤为明显。驴妈妈旅游网介绍，在
该平台选择嘉兴市南湖风景名胜区的游客中，自
上海出发的游客占比超过六成。

嘉兴市旅游委主任张硕认为，多座城市通过
旅游“串起”红色资源，也将带动区域间经济联动
与文化交流。如今红色旅游客群更加多样化，不
仅有更多年轻人，还有外国友人。这促进了各地
以更为创新的形式推介、展示旅游资源，满足不同
层次的需求。

上海、遵义、延安、吉安、嘉兴等城市共同拍摄
了音乐视频《光芒》，在优美的音乐声中展现中国
各地红色旅游资源。据悉，这部宣传片将首先在
上海多个知名地标、交通枢纽等的屏幕上播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