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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向转诊、强化专科能力建设……

老百姓基层就诊将有新变化
分级诊疗是解决“就医难”问题的“金钥匙”，实现一般病在市县解决需要提升县医院综合

能力。我国近期连续印发《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促进行动（2021-2025年）》《国家卫生健康委
办公厅关于推进脱贫地区县域重大疾病救治管理工作的通知》《“千县工程”县医院综合能力提
升工作方案（2021-2025年）》等多项文件，对此做出部署。

聚焦重点 加强专科能力建设

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显示，经过“十三五”时期的建设
和发展，基层首诊有效推进，截至2020年底，全国县域内
就诊率已经达到94%，比2015年同期增长10个百分点。

“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提出，加强基层医疗卫生队伍建设，
以城市社区和农村基层、边境口岸城市、县级医院为重点，
完善城乡医疗服务网络。

未来五年县医院如何发展？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印
发的《“千县工程”县医院综合能力提升工作方案（2021-
2025年）》（以下简称“千县工程”方案）给出一个明确目
标：到2025年，全国至少1000家县医院达到三级医院医
疗服务能力水平。

“千县工程”方案提出，要做好县医院临床专科发展规划，
加强临床专科服务能力建设。通过引进人才、改善硬件条件、
派驻人员支援等措施补齐专科能力短板，重点提升对急危重症
患者的抢救能力，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能力，肿瘤、神
经、心血管、呼吸和感染性疾病等专科疾病防治能力。

双向转诊 推动资源整合共享

“分级诊疗做得成功与不成功，主要还是在于优质资
源发展是不是充分、是不是均衡。”中日友好医院党委书记
宋树立说。

国家卫生健康委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印发的
《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促进行动（2021-2025年）》提出
目标，到2025年，形成国家级医学中心和国家级、省级
区域医疗中心为骨干，高水平市级和县级医院为支点，
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和县域医共体为载体的高水平公
立医院网络。

针对推动资源整合共享，“千县工程”方案指出，县医
院要牵头组建紧密型县域医共体、远程医疗协作网，并与
城市三级医院建立远程医疗服务关系和双向转诊通道。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推进脱贫地区县域重大
疾病救治管理工作的通知》中也明确，加快推进专科联盟
建设，持续开展专家组巡诊和对口支援等工作，推进“互联
网+医疗健康”和远程医疗服务，提升县域大病诊疗能力。

多方提升 不断改善医疗服务

在县医院硬件条件方面，“千县工程”方案
将“持续改善硬件条件”列为重点任务之一，强
调根据县域居民诊疗需求，逐步改善硬件设施
设备条件，加快数字健康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医
疗、信息化等设备和医用车辆配置，改善停车、
医用织物洗涤、医疗废物和污水处理等后勤保
障设施。

“千县工程”方案指出，要不断改善医疗服务。
巩固完善预约诊疗制度，优化就诊流程，为老年人、
儿童、残疾人等群体就医提供绿色通道，为患者提
供良好的就医环境。

据介绍，在组织实施阶段，“千县工程”方案要
求各地结合实际，制定省级县医院综合能力提升工
作的总体实施方案和“一院一案”的具体工作方案，
有计划、分步骤落实各项工作。

（新华社北京11月18日电）

悄无声息就把你钱扣了
——部分App自动续费“坑人套路”调查

“免费开通会员”“一分钱体验7天会员”“限时6元尊享钻石会员”……近日，山西的刘女士打开
第三方支付平台账单时直言“肉疼”，此前曾短期使用的视频、剪辑修图、社交、音乐等多个App长期
“悄无声息”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扣除银行卡里的钱。

和刘女士一样，不少网民发现，手机扫一扫就能轻松开通各种会员包月、包年服务套餐，但稍不注
意就可能掉进商家设好的“坑”。“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部分App“自动续费”套路深，引导消费者
入“坑”，并给退订续费服务设置诸多障碍，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

今年5月1日，网络交易监督管理
办法正式实施，其中规定“网络交易经
营者采取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方式提
供服务的，应当在消费者接受服务前和
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日期前五日，以
显著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由消费者自
主选择”。

然而，现实中，因App自动续费引发
的投诉纠纷并非个案。在相关消费者投
诉平台上，以“自动续费”为关键词的投诉
多达6万余条。记者调查发现，消费者在
开通会员时，部分App套路不断：

——自动续费不选不行。记者在
“轻颜相机”的会员订阅页面看到，消费

者要想订阅会员，只有3个付费选项：
“连续包年”“连续包季”“连续包月”。

“有的App只想使用一个月，但订
阅会员的选项都会默认自动续费，又没
有其他选项，感觉被强卖了。”一位网友
在投诉平台写道。

——小字条款暗藏玄机。来自湖
北的吴先生为了找工作方便，下载了

“脉脉”App，并被“首充会员仅0.1元”
的页面吸引。于是，他点击了金黄色的

“0.1元立即开通”的按钮付费0.1元开通
了会员。

但约4个月后，吴先生发现被该软件
扣除了272元。他重新打开页面后才发

现，开通按钮上方有一行含有“7天试用，
到期68元/月续费”的小字。在相关投诉
平台上，类似问题的投诉多达900起。

——优惠价格名不符实。记者在一
款名为“聚好看”的电视App上看到，其
连续包月活动价格为优惠价6元，扫码付
款6元后，页面上的自动续费相关条款却
显示续费每月为29元，服务到期前1天
将通过微信支付发起续费。

有的用户甚至得出了“反自动续费
套路”的心得：“订阅App会员一定不要
冲动，一定要找个空闲、注意力集中的
时候操作，这样才能把页面上各种‘坑’
看得真切。”

“进坑”容易，“出坑”却不易。消费
者在部分App上取消自动续费流程烦
琐，让消费者退订如入迷宫、晕头转向，
甚至退费无门。

记者下载了20款带有自动续费功
能的App，仅有6款可以在App内退订
服务，有14款需在第三方支付平台中找
到4级或5级界面，点击相关按钮才能
完成退订。此外，部分App尽管会以邮
件的形式提前进行扣款提示，却未在邮

件中提供退订方法。
“我为了退订一个自动续费服务，

足足给客服打了20分钟电话，经历了转
接、登录、验证等六七个步骤才完成。”
上海市民张先生说。

有的App绑定自动续费服务后，会
在下一服务计费周期开始前几天，扣除
下一计费周期的会费，而且消费者无法
退款。

更有甚者，有的App已经下架，扣

费却不停。家住河南的宋女士年初通
过短视频平台推广链接下载了名为

“swagie”的相机软件。
“下载软件后显示需付费48元才能

使用，但付费进去后居然无法使用，之
后我就把它卸载了。但过了7个月，我
才发现软件每周都通过第三方支付平
台扣款48元，前后扣了大概1400元。
现在应用商店也搜不到这个软件，更联
系不上客服。”宋女士透露。

开通一时爽 续费套路深

退订不易 退款很难

新华视点

针对App自动续费乱象，多
位专家建议，当前应依法依规对
App变相强制“自动续费”问题
进行治理，把主动选择权还给消
费者。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
俊海表示，变相强制消费者订阅自
动续费服务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电商法、网络交易监督管理
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也违反了民
法典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公平原则
和意思自治原则。

“建议由国家市场监管部门
牵头，组织互联网企业开展自查
自纠，对各消费者应用端口中的
格式条款和自动续费界面进行
整治优化，重点清理诱导消费者
订阅自动续费会员中的乱象。”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
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说。

北京云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赵占领说：“依照相关规定，可要
求第三方支付平台在默认代扣

前五天即对消费者实施显著提
醒，让消费者自主选择退订或续
订，并提供便捷的退订入口，探
索期限内代扣‘反悔功能’，方便
消费者取消支付订单。”

盘和林表示，可要求平台在
订阅页面上设置投诉窗口，联通
互联网企业后台和消费监管平
台。可借鉴电商和游戏平台经
验，鼓励互联网企业在会员服务
体系中推行“按量套餐”和“包月
套餐”，增加用户选择。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薛
军建议，若互联网企业持续对消
费者侵权，消费者本人、消协或
检察机关可通过民事诉讼或公
益诉讼的方式对互联网企业发
起诉讼，或由市场监管部门出
面，责令运营企业进行整改，若
涉事企业屡教不改，主管部门可
对企业依法进行追责。

（新华社上海11月18日电
记者兰天鸣 李紫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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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期间首条千万吨级
输油管道建成投产

新华社北京11月18日电（记者戴小河）记
者从国家管网集团获悉，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
施重点工程——日照—濮阳—洛阳原油管道（日
濮洛管道）18日全线建成投产。这是“十四五”期
间首条投产的千万吨级输油管道，对完善我国中东
部地区特别是河南省的供能结构具有重要意义。

日濮洛管道工程东起山东省日照市，终点为
河南省洛阳市，全长796公里，管径762毫米，设
计年输油量为1000万吨，主要输送从日照上岸的
进口原油，服务河南省内石化企业。

管道投产前，每年有上百万吨原油需通过火
车运输。投产后，用户所需原油可以全部实现管
道输送。相较于铁路运输，管道输送能耗低、损耗
小，安全和环保性更强，能有效降低运输成本。

两部门：

开具中药配方颗粒处方前
医生应告知患者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8日电（记者田晓航）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
室近日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医疗机构中药配方颗
粒临床使用的通知》。通知要求，医生在开具中药
配方颗粒处方前应当告知患者，保障患者的知情
权、选择权。

根据通知，医疗机构应在门诊大厅、候诊区等
醒目位置张贴告知书，向患者告知中药配方颗粒
的服用方法、价格等；医生开具中药处方时，原则
上不得混用中药饮片与中药配方颗粒；医疗机构
应当建立中药配方颗粒处方点评制度，建立中药
配方颗粒临床应用常规监测和预警体系，发现疑
似不良反应的应当及时报告。

通知还提出，经审批或备案能够提供中医药
服务的医疗机构方可使用中药配方颗粒；医疗机
构中，能开具中药饮片处方的医师和乡村医生方
可开具中药配方颗粒处方；公立医疗机构使用中
药配方颗粒，不得承包、出租药房，不得向营利性
企业托管药房。

通知强调，各级卫生健康和中医药主管部门
要按照“属地化”管理原则，加强管理和监督，保障
人民群众用药安全；省级中医药主管部门在配合
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制定中药配方颗粒管理细
则时，要进一步细化中药配方颗粒临床合理规范
使用措施，确保中药饮片的主体地位。

2021年两院院士增选结果揭晓

一批长期致力“卡脖子”
技术攻关的专家当选

新华社北京11月18日电（记者张泉 胡喆）
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18日公布2021年院士
增选结果，分别选举产生中国科学院院士65人，
中国工程院院士84人，一批长期奋战在国家重大
工程、“卡脖子”技术攻关中的杰出专家当选。

新当选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数学物理学部
12人，化学部11人，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10人，
地学部9人，信息技术科学部10人，技术科学部
13人，平均年龄57.4岁，5位女性科学家当选。

据介绍，本次院士增选中，通过特别推荐评审
机制，国防和国家安全领域有5人当选中国科学
院院士，新兴和交叉学科领域有3人当选。增选
后，中国科学院院士队伍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

新当选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平均年龄58岁，6
位女性科学家当选。中国工程院有关部门负责人
介绍，本次院士增选中，中国工程院强化国家战略
需求和重大贡献导向，坚持“四个面向”，重视候选
人在重大工程、“卡脖子”技术等国家战略需求领
域的贡献。

如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站系统总设计师杨
宏、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工程总设计师杨长风、核物
理工程技术专家胡晓棉、电网特高压技术专家饶
宏、微创手术机器人领域技术专家王树新等当选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与此同时，一批长期坚守在东北老工业基地
和西部边远地区的杰出工程科技专家当选。新当
选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中，来自东北老工业基地和
数十年扎根云南、广西、甘肃、宁夏、新疆等地区的
有12位。

此外，2021年院士增选还选举产生中国科学
院外籍院士25人，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20人。
本次增选后，中国科学院共有院士860人，外籍院
士129人，中国工程院院士总数为971人，外籍院
士111人。

贵州首次开行整列中欧班列

11月18日，贵州首趟整列中欧班列在贵阳市
都拉营站开行。据悉，本次开行班列主要装载乐
器、电子产品、机械设备、轮胎等“贵州造”产品，中
途不转站、不换箱，预计12月上旬抵达莫斯科沃
尔西诺。

图为整列中欧班列从贵州铁投都拉营国际陆
海通物流港发车。 新华社记者 杨文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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