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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6 日电
(记者戴小河、王琳琳、吴雨)老
年人无法出示“健康码”进站遭
拒、高龄老人被抬进银行办理
自助社保业务、不会使用移动
支付难以缴纳医保……动动手
指完成在线服务对年轻人来说
并非难事，但对于部分老年人
可能就是生活中“不可承受之
重”。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了
《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
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26
日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
会上，国家发改委、国家卫健
委、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
部、中国人民银行等多部委负
责人纷纷拿出“实招硬举”，权
威解读“国家队”进场后“适老
化”改造如何改。

  看病：“绝不能让老年

人因智能技术挂不上号”

　　“我们绝不能让老年人因
智能技术挂不上号、看不成病、
办不了事。”国家卫健委老龄健
康司司长王海东在吹风会上
表示。
　　智能技术为患者提供了自
助挂号、缴费、打印检验报告等
便利服务，却也给一些不使用
和不会使用智能技术的老年患
者带来很多困难。
　　为此，方案提出，医疗机构
应提供一定比例的现场号源，
保留挂号、缴费、打印检验报告
等人工服务窗口，配备导医、志
愿者、社会工作者等人员，为老
年人提供就医指导服务。
　　王海东介绍，国家卫健委
要求医疗机构在使用智能技术
的同时保留传统服务方式。挂
号环节，医疗机构将畅通家人、
亲友或者家庭签约医生为老年
患者代为挂号渠道。就医环节，
将进一步简化网上办理就医服
务流程，为老年人提供语音引
导、人工咨询等服务，尽最大力
量方便老年人看病就医。
　　此外，针对一些服务场所
拒收现金现象，中国人民银行
科技司司长李伟表示，将会同
相关部委引导规范高频服务场
所的现金使用行为。通过暗访等方式开展摸底调查，建
立违法主体名录库。

出行：“不能把‘健康码’作为出行唯一凭证”

　　疫情防控常态化，“健康码”成为通行必备，却也成
为不会使用智能手机、无法扫码的老年人的出行阻碍。
　　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蔡团结介绍，各地落实“健
康码”分区分级查控措施，一旦疫情升级，确需查验“健
康码”时，应当保留人工服务，并且指导地方优化亲友
代办、工作人员代查等服务。
　　“不能把‘健康码’作为出行的唯一凭证，要采取
线上线下多种方式相结合手段，方便群众出行。”国
务院办公厅电子政务办公室主任卢向东说，下一步，
要保留其他方式替代查验。比如，不使用智能手机的
老年人，凭有效的身份证件或者纸质证明等替代查
验。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和场所，为老年人开设“无健
康码”通道。
　　日常出行中，不会使用网络约车、网络购票成为一
些老年人的“头疼事”。
　　“要保持电召、扬召服务，保障老年人不会上网或
者没有手机也能打车。”蔡团结表示，各地应保持巡游
出租汽车扬召服务，充分发挥 95128 等电召服务的作
用，为老年人提供电话预约或者即时叫车服务。同时，
在各地组织爱心车队、雷锋车队等，提供一对一的结对
保障服务。此外，在医院等老年人出行集中的场所，推
动设置临时叫车点。在一些地方设置人工按键，可一键
叫车，为老年人提供方便。
　　“鼓励网约车平台优化约车软件，增设方便老年人
使用的一键叫车功能，降低操作难度，让老年人能用、
会用、敢用、想用。”蔡团结说。

办事：“两条腿走路，兜住底、能兼容”

　　“哪怕是小众需求，我们也要充分尊重。”吹风会
上，国家发展改革委秘书长赵辰昕给出了在便利老年
人“网络办事”上的出发点。
　　信息技术便利了各项高频办事服务。“但同时，确
实要关注和照顾到各类社会群体的需求，整个社会都
要帮助老年人跨过‘数字鸿沟’。”赵辰昕说，解决这个
问题就是要“两条腿走路，兜住底、能兼容”。
　　“兜住底”，是在鼓励推广新技术、新方式的同时，
强调保留老年人熟悉的传统服务方式。赵辰昕划出如
下重点：
　　第一类要保留传统纸质凭证，比如不会扫码或
者不方便扫码的老年人，可以由社区、医院提供纸质
证明，还要求车站、文体场馆保留车票、门票等传统
纸质凭证；同时，要加快打通后台信息，扩大身份证
件、社保卡、老年卡、医保电子凭证等证件的通用范
围。第二类是专设老年人服务绿色通道。第三类是保
留人工服务，让窗口服务、电话专线、引导人员能够
更好帮助老年人；消费场所要支持现金和银行卡支
付；社保、民政、电信、缴费等便民服务要保留线下办
理渠道。
　　“能兼容”，是指提供服务的企业和相关机构，要在
软硬件设计上优化提升，使传统的方式和创新的方式
双轨运行。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负责人隋静
说：“我们已经筛选近百个跟老年人生活密切相关的
新闻媒体、电子商务、金融服务、生活娱乐、网络购
物、政务服务平台等互联网网站、手机 APP，在字体
大小、字体色彩、语音阅读、临时弹窗、文字输入提示
等方面做出调整，尽可能考虑到老年人在视力和听
力等方面的困难。”

﹃

国
家
队
﹄
进
场
﹃

适
老
化
﹄
这
样
改
造

  新华社太原 11 月 26 日电（记者王菲菲）
因为中考成绩不理想，小华被一所普通高中录
取。然而，开学几个月来，他并没有到学校上
学，而是去了一家校外培训机构，在那里上课、
住宿。
　　国家多次发文规范治理校外培训机构，但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培训机构近年
来开发了新业务———“全日制”初高中教学。这
些机构租赁公寓楼或职业院校场地，以“公立校
名师任教”“军事化管理”为招生噱头，收取高额
学费。

  公寓楼暗藏“微型学校”：高额学费、
“名师”任教

　　山西省太原市东山上的一栋 6 层公寓楼
内，有 50 多名高中生在此学习。教室、食堂、宿
舍全部在一栋楼内，学生们每天穿梭在不同的
楼层之间，无故不能外出。他们一天的课程从早
上 6点 50分开始，一直到晚上 10点，周末可以
休息一天。
　　这间“微型学校”是一家名为“常量教育”的
校外培训机构创办的。其负责人杨常量介绍，他
们本是做初三、高三百日冲刺起家的，近两三年
开始专注全日制教学，包括高中各年级以及初
三年级等。
　　近年来，此类机构在太原市逐渐兴起，且有
迅速增多趋势。这些机构有的租赁职业院校场
地，但大多是租赁公寓楼、写字楼，环境嘈杂、人
员复杂。
　　一家名为“诸园·新起航”的培训机构位
于太原市闹市区的一栋写字楼内，旁边就是
汽车美容店铺。其宣传材料写道：专业从事
高中教育的全日制封闭式培训学校，占地 3
万平方米，拥有一批高素质、高学历、高水平
的管理及教师团队，开设高中普高文化课程
及各门类艺考课程，为学生量身定制成长
方案。
　　机构招生负责人张主任告诉记者，这里有
近百名全日制高中学生。他们与考研生、艺考生
等吃住学在同一栋楼内。
　　这类“微型学校”收费均不便宜。“常量教
育”高中一年学费 56800 元，如果 3 年连报是
15 万元。类似机构收费也多为 1 年 4 万多元，
加上食宿杂费等，一年近 6万元。
　　这些机构大都声称有公立校在职名师任
教，甚至将其作为宣传噱头。记者发现，如果是
机构专职老师，宣传页就会写出其姓名，有真实
头像；而公立校在职老师，则用卡通头像代替，
介绍内容通常为“省重点中学高级教师”“从教

30余年”“多次参与高考阅卷”等。
　　记者在“常量教育”培训机构采访时，正好
碰到一名老师在给学生上课。工作人员说，这位
老师便是某知名公立学校的在职教师。“公立学
校老师的课要抽人家的空来排。”
　　不久前，山西省某重点中学一名在职教师
就因在此类机构代课被查。

  机构给家长“画大饼”，学生体验却
“打脸”

　　记者了解到，这类机构是瞄准了不少家长
希望孩子接受优质高中教育的需求。每年中考
结束后，都会有大量家长咨询。记者曾参加“常
量教育”组织的一场咨询会，参加的家长有近
百人。
　　“我们做这个选择是怕普通高中耽误了孩
子。”太原市民王女士的孩子去年没考上心仪的
高中，后来看到培训机构发放的广告，“机构说
会聘请优质师资进行高中文化课教学，效果很
好，我们就报名了。”王女士说。
　　这些机构在宣传中均强调小班教学、严
格管理、优质师资，让孩子能够实现“逆袭”。
“三年连报保本科，超级实验班冲击‘ 985’‘双
一流’大学。”对前来咨询的家长，杨常量这
样说。
　　不过，一些曾就读于此的孩子却表示，实际
情况与机构宣传大相径庭。
　　“如果让我再选择一次，一定不会来这

里。”一位正在“常量教育”就读高三的学生说，
这里确有公立学校的在职老师，但大部分都是
机构专职老师，不少甚至是刚毕业的大学生，
一点教学经验也没有。一次，一位老师拿着卷
子讲着讲着就卡住了，说“没备课，这个题先
过”。
　　生活在这里，学生没有多彩的校园生活，完
全成了“应试机器”。这些机构只开设高考科目，
从高一开始就给学生分了文理科。“我们从高一
就冲刺高考，以考纲来研究教学，高考不考的我
们不讲。”杨常量介绍，“一年半就能学完三年内
容，高二下学期开始进行复习，到高考前要复习
八到九轮”。
　　不仅如此，学生食宿、活动等均存在安全隐
患。记者在“诸园·新起航”教育培训机构看到，
为解决学生吃饭问题，写字楼西侧用彩钢板搭
建了两层简易房，地下一层是食堂，可容纳 200
多人就餐。简易房和大楼连接处堆积着大量建
筑垃圾。
  尽管这些机构都开设体育课，但记者发现，
有的机构运动场地就是租借的写字楼前的广
场，不仅没有任何体育设施，广场上人来人往，
存在安全隐患。

  非法办学无资质，手把手支招“空挂

学籍”

　　校外培训机构可以开展全日制教学吗？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

发展的意见》提出，校外培训机构培训时间
不得和当地中小学校教学时间相冲突，培
训结束时间不得晚于晚上 8 点半。坚决禁
止应试、超标、超前培训及与招生入学挂钩
的行为。
　　太原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对于义
务教育阶段，教育部有明确规定，校外培训
机构不得违法招收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
少年开展全日制培训，替代实施义务教育。
在高中阶段，尽管没有法律法规明确规定，
但校外培训机构开展全日制教学的相关操
作，却与《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
见》中的规定相违背。
　　不仅如此，有的开设全日制培训的机构
甚至连校外培训机构的办学许可证都没有，
属于非法办学。记者从太原市教育局了解到，
“常量教育”就没有办学许可证。
　　培训机构招收全日制学生，必然需要空
挂学籍。这些学生平时在机构上学，但之后的
高中会考、高考，还要回学籍所在的学校报名
参加。教育部三令五申，严禁空挂学籍、人籍
分离、违规借读等行为，这些学生是如何实现
空挂学籍的呢？
　　“机构自有办法。”一位业内人士说。“差
一点的公立学校比较好挂，最开始先请假，然
后找人打点。”杨常量说。
  另一位机构工作人员则表示，要想空挂
学籍，需要花钱找关系打点学校领导和老师。
“诸园·新起航”培训机构招生负责人张主任
说，如果在中考前就和他们取得联系，可以帮
忙将学籍挂靠在职业高中。
　　山西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董新
良说，培训机构的功能定位、教育资质以及
师资配置、场地设施等，明显不同于全日制
中小学校，不具备招收全日制中小学生的资
质与条件。如果不及时制止此类现象，将会
影响教育生态健康发展，令学生和家长利益
受损。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说，
高中阶段是学生个性形成、自主发展的关键
时期。普通高中课程是实现高中阶段育人目
标的重要载体，培训机构只开设高考相关课
程，不利于学生身心健康成长。
　　记者了解到，教育部门也曾查处一些
此类教育培训机构，但有的机构“打一枪换
一个地儿”，重新租个地方，换个名字又
开张。
　　相关专家建议，对此类培训机构应及
时规范整治。主管部门应承担起责任，一
是加大治理空挂学籍、人籍分离等问题，
掐断去校外培训机构就读的路径；二是切
实规范整治校外培训机构，密切关注新情
况，主动作为，将培训机构的办学过程纳
入监管。

新华社发徐骏作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6 日电（记者彭韵佳、沐
铁城、栗雅婷）近期，进口冷链食品核酸阳性检
出率明显增高。“涉及产品范围从海产品到畜禽
肉类产品，进口物资被病毒污染范围从冷链食
品扩展到集装箱。”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米锋
说，疫情传播呈现出“从物到人”和“从人到人”
并存的特征。
　　进口冷链食品屡成“雷区”，进口冷链食品
还能不能吃？如何全面消毒？面对与“冷链”相关
的热点关注，多部门专家解答公众疑问。

一问：进口冷链食品为何屡成“雷区”？

　　 11 月 7 日，经天津入境的德国进口猪
前肘外包装标本和印度进口冻带鱼外包装标
本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呈阳性；11 日，天津市
静海区 1 份大比目鱼外包装涂抹样本核酸检
测结果呈阳性；12 日，天津市津南区某冷冻
批发市场发现 1 份混检样本新冠病毒核酸检
测呈阳性……今年 6 月以来，全国多地局部
疫情源头都指向进口冷链食品，三文鱼、厄
瓜多尔冷冻虾等产品屡次被检出携带新冠
病毒。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副主任李宁认
为，国外正处于新冠疫情暴发期，跨境运输过程
中冷链食品及外包装极有可能成为携带新冠病
毒的载体。
　　近期，各部门和各地加大对进口冷链食品
及其外包装新冠病毒核酸的检测和抽检，随着
检测频次、频率及覆盖范围增加，发现阳性的概
率随之增加。
　　“这也说明，我国在加强物防方面采取的措
施是有效的。”李宁说，截至目前，全国抽检监测
的阳性率是万分之零点四八，而且主要集中在
食品外包装。

二问：进口冷链食品还能不能吃？

　　“进口生鲜还能不能吃？”面对进口冷链食
品检测阳性频发，这个问题成为不少人关注的
焦点。
　　“目前并没有发现因为直接食用这些冷链
食品引起的感染。”中国疾控中心消毒学首席专
家、环境所消毒与感染控制中心主任张流波说，
感染风险主要是在搬运、操作等环节，并没有发
现因食用食品本身引发感染。
　　张流波介绍，对进口冷链食品外包装表面
进行安全有效的消毒，可以实现将新冠肺炎病
毒灭活，消毒后再接触表面，感染风险是非常

低的。但是病毒核酸仍可能存在，如果进行过
消毒后，核酸检测仍呈阳性，公众不必过度
紧张。
　　李宁补充道，烹饪过程也要保持清洁、使用
安全的水和原材料、生熟分开、烧熟煮透、保持
食物的安全温度。

三问：进口冷链食品怎么全面消毒？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日前印发《进
口冷链食品预防性全面消毒工作方案》，要求在
进口冷链食品首次与我境内人员接触前，实施
预防性全面消毒处理。
　　据此，海关总署对口岸环节进口冷链食品
预防性消毒工作作出具体部署，包括明确口岸
环节预防性消毒的工作要求、作业流程、消毒技
术规范及配套监管措施。一些口岸规定冷链食
品外包装消毒用 500mg/L 二氧化氯消毒液或
0.2% 至 0.4% 过氧乙酸或 3% 过氧化氢，喷洒
或擦拭消毒外包装的六个面，作用 30 分钟，用
清水冲洗干净。
　　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局长毕克新
介绍，自方案发布截至 24 日 24 时，口岸环节

预防性消毒进口冷链食品外包装累计 160
多万件，重量 3 万多吨，消毒范围包括被抽
中进口冷链食品的外包装、集装箱、空运托
盘等。
　　相比常规消毒，对进口冷链食品进行
低温消毒更加困难。张流波说，目前正在加
紧研究相关技术方法。

  四问：接触进口冷链食品后，公众

应该怎么办？

　　先消毒、后洗手、防飞溅、查周边、高温
洗、速处理。
　　张流波提示，公众在接触进口冷链食品
时，应首先对外包装表面进行消毒，随后进行
手部清洁与消毒。处理外包装时，要避免对周
边环境造成污染。同时做好周边环境的清洁
与消毒，接触食品的炊具及时清洗，使用过的
残渣单独包装，及时处理。
　　“在采购新鲜食材时，避免用不干净的手
触摸口、眼、鼻。”李宁介绍，从流行病学溯源分
析来看，感染人群是特定环境下反复接触进口
冷链食品外包装的高风险人群，比如搬运

工等。

  五问：流入市场的进口冷链食品如

何监管？

　　不少人担心，病毒会不会通过进口冷链
食品流入市场的链条造成传播？国家市场监
管总局食品经营司市场稽查专员陈谞说，监
管部门将重点采取五个方面的措施：一是及
时开展市场风险排查；二是督促食品生产经
营者落实主体责任；三是持续加强日常监管；
四是落实预防消毒措施；五是推进追溯平台
建设。
　　自 10 月 30 日起，天津冷链食品追溯平
台已全面上线运行。消费者可通过扫描产品
外包装或货柜上的电子溯源码，了解到原产
国/地区、上游企业（进口商）、检验检疫证明
等信息。
　　“总结过去 11 个月的经验，我们有信心防
止出现疫情卷土重来。”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
学首席专家吴尊友表示，面对未来春节人员大
流动，只要人群中没有感染者就不会发生重大
的疫情。

进口冷链食品能否吃得放心？
五 问 冷 链 食 品 安 全

  ●感染风险主要是在搬运、操

作等环节，并没有发现因食用食

品本身引发感染

  ●烹饪进口冷链食品时，要

保持清洁、使用安全的水和原材

料、生熟分开、烧熟煮透、保持食

物的安全温度

  ●公众在接触进口冷链食品

时，应首先对外包装表面进行消

毒，随后进行手部清洁与消毒。同

时做好周边环境的清洁与消毒，

接触食品的炊具及时清洗，使用

过的残渣单独包装，及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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