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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马相）为进一步方便参保群
众跨省异地就医，国家医保局推出“国家
医保服务平台APP”和“国家异地就医备
案小程序”，目前，西安市也已经全面接
入国家异地就医备案小程序，全市参保
人在手机上就能进行异地就医备案了。

据了解，凡在西安市参加基本医疗

保险并持有社会保障卡的异地安置退休
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或常驻异地工
作人员，均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和国家异地就医备案小程序进行跨
省异地备案，系统默认备案有效期从备
案之日起为1年，还可实现跨省异地就医
联网定点医疗机构、开通统筹地区和医

保经办机构相关信息查询等服务功能。
但需要注意的是，异地就医必须是

符合一定条件的合理有序的规范就医，
即：必须已经申领到社会保障卡，且属于
以上提到的异地安置退休人员、异地长
期居住人员或常驻异地工作人员三种人
员之一者方可申请备案。

西安参保人可在手机端进行异地就医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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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9月是“全民健康生活方式宣传月”。
近期，多位知名人士患结肠疾病的消息引
发关注。专家提示，结直肠癌有年轻化的
趋势，公众应注重膳食平衡，谨防“病从口
入”，同时注重定期进行肠镜筛查。

2019 年 1 月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全国
癌症统计数据显示，结直肠癌在我国恶性
肿瘤发病排名中位列第三，发病率近几年
呈上升趋势，尤其是年轻化的趋势非常明
显。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胃肠肿瘤中心二病
区主任步召德介绍，在各个年龄段中，结直
肠癌在 40岁以上的人群中发病率更高。结
直肠癌的发病原因复杂，最直接的原因可
分为两类——遗传和息肉。绝大多数结直

肠癌呈散发性，最直接的原因是息肉癌
变。此外，炎性肠病也会增加结直肠癌的
发病风险。

“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的普
遍趋势是动物蛋白摄入量增加，果蔬摄入
量下降，脂肪和糖类摄入增加。饮食中红
肉过多、膳食纤维过少、饮酒吸烟等都是可
能增加结直肠癌风险的危险因素。”科信食
品与营养信息交流中心主任钟凯介绍。

钟凯认为，红肉并非不能吃，而是要避
免长期摄入量过多、占膳食比重过大。烹
饪方式可尽量减少煎炸、烧烤，多选择蒸
煮。他建议，公众可参照膳食指南，尽量均
衡饮食，尤其要谨防果蔬的摄入量不足。

成年人建议每天吃够 1 斤蔬菜和半斤水
果，多吃些糙米、燕麦、红薯等富含膳食纤
维的粗杂粮，更有利于肠道健康。

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胃肠肛门外科
主任医师练磊建议，每个人都要重视结直
肠癌的预防和早筛，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
避免肥胖。同时，注重定
期筛查，45岁以上者可每
3 年至 5 年进行一次肠镜
检查；有林奇综合征、家族
性腺瘤性息肉病等遗传性
肿瘤家族史者建议从 20
岁左右起每年进行一次肠
镜检查。 （林苗苗 屈婷）

结肠疾病频频“刷屏”

专家提醒谨防“癌从口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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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啥呀，咋还用红绸盖
着呢？”

“刚才向车长悄悄告诉
我，这是咱们小慢车的‘高考
金榜’，一会儿就揭晓了。”家
住白水江镇的刘森一脸得意地
向身边的小伙伴介绍着。

9月 13日，宝成铁路沿线
的孩子们准时坐着中国铁路西
安局集团有限公司开行的
6063次公益慢火车去略阳上
学。从白水江站一上车，刘森
就和小伙伴围在“通学车厢”一
端的红绸布下研究着，一旁摆
着大红花和包装好的礼品，车
厢里的学生们也都感受到了与
往常不同的气氛。

据了解，6063次列车经过
陕西、甘肃、四川三省，被称为

“秦岭小慢车”。全程 38个站
点，途径24所学校，日输送中小
学生近 500人次。因列车运行
时间长，学生又多，列车专门拿
出一节车厢供学生使用，这节
车厢被命名为“通学车厢”，桌
子上摆放着图书、文具等物品。

“孩子们，今年我们小慢车
的通学学生里，有 7人考上了
大学，现在让我们揭开‘高考金
榜’，一起来看看他们都是谁。”
略阳前最后一个通学车站——
马蹄湾站开车后，6063次列车
长向宝林一边说着一边挥手掀
开了红绸，只见一张红纸金字
的“高考金榜”展现在所有人眼
前，上面 7名“准大学生”拿着
录取通知书喜笑颜开的照片吸
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封清杰考上西安工业大
学，高璇考上了西安外国语大
学，梁欣瑶被西安医学院录取
……”向宝林车长念着榜单，受
邀来到车上的 5名“准大学生”
依次走上前，列车工作人员为

他们戴上大红花，“通学车厢”
还为他们准备了钢笔、笔记本
等学习用品作为礼物。最让孩
子们暖心的是，列车工作人员
发现他们全都考上了西安的院
校，便特意为他们办了西安的

“长安通”乘车卡，初到西安，
孩子们坐地铁、公交一下子方
便了很多。最后，封清杰、车雅
玲作为代表，还对车厢内的学
弟学妹们讲述了高考心得，传
授了学习经验，并送上了自己
对弟弟妹妹们最美好的祝愿。

“因为今年疫情的原因，
让我萌发了学医的念头，最终
也如愿被西安医学院录取
了。”当被问到高考志愿是如
何选择时，家住马蹄湾镇的梁
欣瑶平静地说道，“当学有所
成时，我还会回到秦岭，用学
到的知识报效祖国，为家乡的
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同学们表示，“小慢车更
像是我们的朋友，陪伴着我
们成长，车上叔叔阿姨的热情
也让我们倍感温暖，感谢‘小
慢慢’守护我们山区孩子的
求学梦……”

“不论有什么困难，只要孩
子们学习上有需要，我们 6063
次小慢车就会伸出援手，帮助
孩子们圆梦！”向宝林车长的眼
圈微微泛红，他说：“今后，我们
小慢车每年都会用张贴‘高考
金榜’的方式分享喜悦，激励更
多山区的学子用功读书，考上
大学，走出大山，放飞梦想。”

本报记者 鲜康

身边

工作人员给准大学生戴上大红花工作人员给准大学生戴上大红花。。

“来，宝贝们，给大家打个招呼。”
9 月 10 日,在秦岭深处的一个养鸡场
里，90后网络主播李萌一边抱着自家
养的芦花鸡，一边进行网络直播。

李萌家住商洛市丹凤县寺坪镇
寺坪村，是个地道的山里娃。2019年
初，她开始在网络平台上发布短视频
记录乡村生活，意外收获了近百万的
粉丝，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网红”。

今年上半年，受疫情影响无法外
出，李萌就和爱人在家创业。她于 5
月份引进了一批芦花鸡，利用家里闲
置的山地散养，并在网上直播养鸡卖
鸡。第一批4000只鸡，每只定价200
元，只用了不到两个月就全部完成预
售。之后，李萌和爱人成立了养殖公
司，准备继续扩大养殖规模，并带动
村里的7户贫困户一起创业。同时，
李萌还义务帮助当地扶贫企业进行
直播带货，销售山区土特产，希望带
动更多乡亲一起过上好日子。

刘潇 摄影报道

芦花鸡当“模特”女主播带货忙

中秋节临近，各大商场、超市里的各式月
饼已经开卖，有的月饼不仅包装精美，而且价
格不菲。比如，有的月饼用精美的铁盒包装，
还有的用高档纸盒包装。

近年来，月饼过度包装一直饱受诟病。虽
然每年呼吁月饼生产厂家和销售商家简化包
装的声音不绝于耳，但在部分地区，月饼过度
包装现象依然存在。

众所周知，月饼过度包装弊端很多。一方
面，增加了顾客购买的成本。明明盒内只有五
六块月饼，算算成本顶多也就是二三十元，但

经过“豪华”包装之后，一盒月饼少说也得上百
元，多的上千元，弄得像“买盒子送月饼”。另
一方面，月饼过度包装与“绿色”“低碳”倡议格
格不入。如今，快递业正积极倡导快递包装“绿
起来”，月饼包装也应该多些绿色、低碳意识，这
既是为环保作贡献，也是节约资源的实事。

杜绝月饼过度包装，除了倡导简包装之
外，还需多方合力治理。工商、消协等部门要
积极承担起监管的主体责任，一旦发现过度包
装行为，应给予及时制止，从源头上遏制月饼
过度包装行为。

同时，广大消费者也应有所行动。不妨多购
买简装月饼，不购买“豪华包装”“精装”月饼，让
过度包装月饼因无人问津而失去市场。笔者
相信，只要监管到位，执法从严，再加上市民转
变消费观念，月饼过度包装现象就一定能有效遏
制，月饼简包装也将成为一种常态。 （廖卫芳)

月饼简包装应成常态

近日，在西安
市举办的旅游推
介会上，大荔剧团
编排的《三河人家》
上演，助推大荔旅
游回暖，让西安人
大饱眼福，过了把

“同州旅游瘾”，唱
响美食大荔、美丽
大荔主旋律，丰富
群众文化生活。

李世居 摄

交强险赔付提至20万元 商业险基准保费下调

未出险车主将再享低折扣
近日，中国银保监会发布了《关于实施车险综合改革的指导意见》，决定于2020 年9 月19 日开始在全国实施车险综合改革。本次改革实施后会

对我省消费者产生什么影响呢？消费者关注的价格问题会有什么变化？消费者在购买保险时要注意哪些事项？笔者进行了深入采访。

陕西银保监局表示，改革实施后
交强险责任限额大幅提升。有责总责
任限额从 12.2 万元提高到 20 万元，
其中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从 11万元提
高到 18万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从 1
万元提高到 1.8万元，财产损失赔偿
限额维持 0.2万元不变；无责任赔偿
限额按照相同比例进行调整，其中死
亡伤残赔偿限额从 1.1 万元提高到
1.8万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从 1000
元提高到 1800 元，财产损失赔偿限
额维持 100元不变。

其次，新的机动车示范产品的车
损险主险保险责任增加了机动车全车
盗抢、地震及其次生灾害、玻璃单独破
碎、自燃、发动机涉水等保险责任，删
除了事故责任免赔率、无法找到第三
方免赔率等免赔约定，删除了实践中
容易引发理赔争议的免责条款。

同时，此次改革充分考虑到了现
在车主的消费以及驾驶习惯，增加了
驾乘人员意外险产品，包括代送检、道
路救援、代驾服务、安全检测等内容的
车险增值服务特约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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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改革，大幅提升了交强险责任限
额，商业车险基准保费进一步下调，优化
了交强险道路交通事故费率浮动系数，对
于未出险客户给予更大的保费折扣和更
为充足的车险保障，车险消费者将普遍受
益。此次改革根据行业实际风险状况重
新测算了基准纯风险保费，受车辆零整
比、事故发生率等影响，财险公司会在此
基础上根据自身业务风险特点及成本管
控能力确定保费价格，可能有少数消费者
出现保费价格上涨情况。

保险业根据市场实际风险情况，重
新测算了商车险行业纯风险保费，同
时，商车险产品设定附加费用率的上限
由 35%下调为 25%，预期赔付率由 65%
提高到 75%，车险产品费率与风险水平
更加匹配。

改革实施后，商车险无赔款优待系数
将考虑赔付记录的范围由前 1年扩大到
前3年，对于偶然赔付消费者的费率上调
幅度将降低。陕西银保监局表示，将逐步
放开自主定价系数浮动范围，第一步将自
主定价系数范围确定为 0.65－1.35，第二
步适时完全放开自主定价系数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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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本次车险综合改革，陕西银保
监局向车险消费者做如下提示：

一是认真审视车险条款。
本次车险综合改革中商业车险示

范条款变动较大，共3个主险和11个附
加险，其中车损险主险保险责任增加了
机动车全车盗抢、玻璃单独破碎、自燃、
发动机涉水等保险责任，条款还删除了
事故责任免赔率、无法找到第三方免赔
率等免赔约定，请消费者购买车险时仔
细阅读保险条款，选择更加全面完善的
车险保障服务。

二是合理选择保险公司。
消费者在购买车险时，不应单纯

比价，应在综合衡量保险公司品牌实
力、服务网络、保障规划、理赔服务质
量和参考报价等因素的基础上，合理
选择保险公司。

三是提高自身维权意识。
消费者在购买车险过程中，应配合

做好车险实名缴费工作，将真实有效的
联系方式告知保险公司，并亲自在投保
单上签字确认，以便维护自身权益，并
享受公司的相关服务。 （杨代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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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先进科技工作者蒋克明去世

全国先进科技工作者、原陕西省
农科院棉花研究所研究员蒋克明因病
医治无效，于 2020 年 9 月 12 日去世，
享年 91岁。

蒋克明，女，汉族，1930年 12月出
生，云南昆明人，中共党员。1947年8月
至 1951年 7月在云南大学农学系学习，
1951年起，先后在西北军政委员会农林
部特产处、原陕西省农科院作物所、棉花
研究所工作，1992年 4月离休。1978年
获全国先进科技工作者称号，1990年享
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1年被评为
省部级有突出贡献专家。曾当选第七届

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第五届政协委员、
陕西省第七次妇女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享
受全国劳模待遇、正处级政治生活待遇。

蒋克明同志一生勤奋工作，先后主
持完成“棉花抗枯黄萎病品种陕 401”培
育，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主持选
育“兼抗黄萎病棉花品种陕 1155”，1984
年获国家发明三等奖、部级科技进步二
等奖、陕西省科技进步一等奖，推广面
积达 319万亩，新增经济效益 440万元；
撰写《关中棉花抗萎品种高产技术的
研究》等调研报告和科普论文 44篇，在
棉花育种专业领域成就卓著。

本报讯（石喻涵）陕西省司法
厅日前印发《深化减证便民专项行
动方案》（以下简称《方案》），经省
政府同意，省司法厅牵头，在全省
范围内组织开展为期三个月的深
化减证便民专项行动。

《方案》指出，此次专项行动以
方便群众和企业办事、优化营商环
境、提高政府服务能力为总目标，
切实减少“奇葩”证明、循环证明、
重复证明，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办事

难、办事慢、多头跑、来回跑问题。
《方案》共分三大任务，省级部

门和各设区市政府要在去年证明
事项清理的基础上进一步清理复
核并统一公示，防止证明事项边减
边增、明减暗增；巩固证明事项告
知承诺制试点成果，广泛宣传，为
下一步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
诺制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同时，强
化投诉监督，通过动员群众批评监
督，确保“减证便民”落到实处。

我省将开展深化减证便民专项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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