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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明 城 市 你 我 共 建

拒绝危险驾驶 安全文明出行

临海市新闻传媒集团临海市新闻传媒集团 宣宣

国家医保局会同财政部日前印发
《关于做好2019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保障工作的通知》，要求稳步提升待
遇保障水平，大病保险政策范围内报
销比例由50%提高至60%。

通知明确，2019年城乡居民医保人均
筹资标准整体提高60元。其中，财政补助
标准新增30元，达到每人每年不低于520

元，新增财政补助一半用于提高大病保险
保障能力，即在2018年人均筹资标准上
增加15元；个人缴费同步新增30元。

通知要求，新增筹资一方面要确
保基本医保待遇保障到位，巩固提高
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报销比例，建立
健全居民医保门诊费用统筹及支付机
制，把高血压、糖尿病等门诊用药纳

入医保报销。
另一方面，要提高大病保险保障功

能。降低并统一起付线，原则上按上一
年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确定；
政策范围内报销比例由 50%提高至
60%；对贫困人口加大支付倾斜力度，在
起付线降低50%、支付比例提高5个百
分点的基础上全面取消封顶线。

通知还要求完善规范大病保险政
策和管理。要求各地同步建立统一的
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统一规范大病
保险筹资及待遇保障政策；落实筹资待
遇调整政策，于2019年底前按最新筹资
标准完成拨付，确保政策、资金、服务落
实到位；优化大病保险经办管理服务。

来源：新华网

医保待遇再提升
大病保险报销比例由50%提高至60%

而在4月中旬，许多手机用户同时
收到了三大运营商发来的短信，称“根
据国家有关规定，未经用户同意，任何
组织和个人不得擅自向用户拨打商业
营销电话。为维护用户的合法权益，我
们将对涉嫌营销扰民的电话号码进行
依法处置”。

一时间，骚扰电话这个屡禁不止的
陈年痼疾，再次成为舆论热点。人们纷
纷晒出短信截图问：“运营商这次是要
动真格了吗？”“骚扰电话这次终于能被
彻底根治了吗？”

治理骚扰电话，好比是一场战役。
各行业主管部门、立法部门、运营商、呼
叫中心企业、互联网企业等多“兵种”各
司其职、协同作战，既有防御战，也有反
击战，在适当时候还会有大决战。那
么，这场在无线电波间的战役打得怎么
样了？记者专门就此问题进行了采访。

防御战：标记+拦截
治理骚扰电话的“作战计划”，是

2018年 7月 30日工信部、最高人民法
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13个部门印发的
《综合整治骚扰电话专项行动方案》(下
称《方案》)。《方案》决定自2018年7月起
至2019年 12月底，在全国开展为期一
年半的综合整治骚扰电话专项行动。

这份“作战计划”不仅明确了各“兵
种”的责任分工，而且还制定了详细的
行动时间表。比如《方案》要求在2019
年3月底前，各大运营商要具备通过短
信、闪信等业务为国内手机用户提供涉
嫌骚扰电话来电号码标注提醒和风险
防控警示能力。因此，此次三大运营商
同一时间的表态并非心血来潮，而是这
场战役的一部分。

针对骚扰电话的“侵袭”，首先要
打好防御战。运营商和互联网企业给
用户设置的第一道防线是“号码标记”
业务。

与过去用户完全暴露在骚扰电话的
“火力”下不同，如今绝大部分骚扰电话打
入时，旁边往往会有一行小字，显示“该号
码被多少人标记为诈骗电话/广告推销/快
递外卖……”用户看到这些标记，可以直
接挂断拒接，大大减少了上当受骗和受骚
扰的可能性。

但有人会说，即便没有形成通话，
但手机频繁响铃、震动，也很烦人。能
不能干脆就不要让它们接入？可以。
这就是第二道防线：“来电拦截”业务。

比如，中国移动就推出了“高频骚
扰电话防护”业务，用户发送“KTFSR”
到10086即可完成免费开通。用户可以
在公众号内设置个性化的拦截规则，针

对骚扰电话重灾区的“400”“950”“951”
“952”号段，用户也可以选择一键拦
截。据悉，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的相关
业务也已建设完成，正在内部调试。

反击战：“断粮”+举报
北京市通信管理局告诉记者，他们

日前集中约谈了百度、奇虎 360、搜狗
等搜索服务提供商。针对网络上依然
存在的“喵池”“改号APP”等骚扰电话
软件、设备的变体词、关联词组等问
题，要求3家搜索企业进行全面清理排
查，建立动态监测和屏蔽机制，对骚扰
电话软件和设备信息要发现一起屏蔽
一起。3家搜索服务提供商表示，将严
格贯彻落实工信部及北京市通信管理
局的要求，全面排查存在的问题，立即
进行整改。

“断粮草”之后，还要用好举报这个手
段。对于骚扰电话的漏网之鱼，大多数人
只是抱怨两句，最多把号码拉入黑名单，
但并没有进行举报，甚至许多人都不知道
该向谁举报，或者觉得举报没有用。

对此，12321网络不良和垃圾信息
举报中心主任郝智超对记者说：“请告
诉大家，举报一定是有用的。”

根据《方案》，工信部委托中国互联网
协会建立12321举报中心，统一受理骚扰
电话举报，同时也要求各电信运营商建立
骚扰电话举报处置机制。用户可以下载
12321的APP或者拨打运营商服务热线进
行骚扰电话的举报。

郝智超向记者介绍了12321举报中
心的运行机制：受理用户举报后，中心
将核实举报有效性，然后将相关问题提
交至运营商和相关部门，并追踪问题的
处理情况，待处理后向用户反馈结果。

但郝智超表示，目前治理骚扰电话
仍然存在一些难点。首先，是“用户意
愿”确认难。面对举报信息，许多企业
辩称，该用户并未明确表示拒绝推销电
话，因此不知者不怪。再者，就是治理
骚扰电话无法可循。前述治理方式对
呼叫中心的约束较为有效，但对以个人
号码呼出的骚扰电话则常常显得无可
奈何。我国宪法第四十条明确规定：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
秘密受法律的保护。在没有录音证据
的情况下，对个人号码进行拦截不仅缺
少法律支持，反而还有法律风险。

大决战：平台+立法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发现，现存的治

理手段中，绝大多数是把压力给了电信
运营商，而那些骚扰电话真正的呼出
者、受益者，比如做电话营销的房地产

企业、金融机构、教育机构等，却没有受
到多少实质性的惩罚。同时，目前的技
术拦截手段，大多数只是帮用户捂住了
耳朵，却少有办法堵住那些利益驱动方
的嘴巴。

想要真正根治骚扰电话的问题，在
防御、反击之后，必须还有大军团协同
下的决战。就像郝智超所言，不要以为
骚扰电话只是运营商和工信部的事，骚
扰电话是一个社会问题，而不仅是通信
行业的问题，其他各部门也要积极负起
责任来。

这样的呼吁已经得到了“兄弟部
队”的积极回应。3月29日，国家市场
监管总局发布了《关于开展“守护消
费”暨打击侵害消费者个人信息违法
行为专项执法行动的通知》(下称《通
知》)，声明本次行动主要针对房产租
售、小贷金融、教育培训、电话营销等
侵害消费者个人信息违法行为多发高
发的行业和领域。而行动重点之一，
就是“未经消费者同意或者请求，或者
消费者明确表示拒绝的，向其发送商
业性信息”的违法行为。

最重要的是，《通知》还明确了此次
行动的法律依据。即便对于骚扰电话
这种“法律、法规未作规定的”行为，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也
可以依照《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第五十六
条予以处罚，即：可
并处警告、没收违法
所得、处以违法所得
一倍以上十倍以下
的罚款，没有违法所
得的，处以五十万元
以下的罚款；情节严
重的，责令停业整
顿、吊销营业执照。
可谓是白纸黑字，拳
拳到肉。

进行“大决战”，
必须要有大威力的
武器，国内正在加紧
建设两件对骚扰电
话“杀伤力”极大的
武器：一个是全国防
骚扰信息综合服务
平台；一个是《个人
信息保护法》。

全国防骚扰信
息综合服务平台，是
对国外“谢绝来电”
(DoNotCall)机制的
借鉴。如在美国，用
户可免费在“谢绝来

电”网站登记个人接听意愿，运营商和
呼叫中心将通过用户意愿，对营销电话
进行源头拦截。而电话营销企业需要
通过平台注册公司信息，定期获取并更
新用户意愿列表。电话营销者不得向
明确在“谢绝来电”官方网站注册的用
户拨打营销电话，如若违规拨打，最高
将会被处以每次1.6万美元的罚款。这
一平台将有效破解用户意愿确认难、调
查取证难的难题，被公认为目前治理骚
扰电话最有力的技术手段。

《方案》时间表显示，中国将在2019年
12月底前初步建成这一平台。记者就此致
电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对方表示该平台
正在有序建设中，并声明目前网上存在的

“防骚扰信息服务平台”系企业自行开发，
二者不是一回事。

而《个人信息保护法》则将对骚扰
电话、不规范营销电话等行为作出明确
的法律规定，彻底改变治理骚扰电话无
法可依的局面，这将是治理骚扰电话的

“核武器”。更可喜的是，今年全国两会
期间，《个人信息保护法》已被宣布纳入
本届立法规划。

战役蓝图已经画好，终极武器正在
路上，人们期待骚扰电话早日从日常生
活中消失。 （来源：新华网）

“您要卖房吗？贷款考虑一下吗？”骚扰电话怎么治

记者日前从浙江省
经济和信息化厅获悉，
浙江已于日前出台2019
年第一批企业减负降本
政策，预计将为企业减
负1303亿元。

据了解，此次新发
布的政策共有5个方面
20条减负措施，具体包
括落实下调增值税税率
等一批国家出台的政
策，实施加大企业稳岗
支持力度等一批省级减
税降费政策，降低一般
工商业电价等一批企业
用能用地成本，破解一
批企业融资难题，以及
深化一批“放管服”制度
改革。

浙江省减负办主
任、省经信厅副厅长凌
云说，今年出台的第一
批政策主要有三个亮
点，一是聚焦减税负，
例如加大了对创业创
新的税收支持，免征创
业创新平台部分税收，
对退役士兵和重点群
体 创 业 就 业 给 予 优
惠。二是聚焦社保缴
费，如对制造业、交通
运输业、建筑业等行业
的企业实施阶段性降
低社会保险缴费，额度
相当于2个月单位应缴
纳的社会保险费，同时
明确各地不得自行对
历史欠费进行集中清
缴。三是聚焦小企业，
政策提出银行要按照
保本微利原则确定小微企业贷款利率，国有大型商业
银行要努力控制在5%以下。

据测算，加上浙江此前出台的四批仍然有效的减
负政策，2019年全年预计将为企业减负超2000亿元，
可确保完成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全年减负1500
亿元以上”的目标任务。

凌云表示，企业减负降本永远在路上，下一步减负
办将抓好政策落实、政策解读和政策评估，并部署开展
今年第二批企业减负降本政策研究制定，坚持问题导
向，切实增强企业获得感。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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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海供电公司5月10日发送的关于5月23日
钓鱼亭变相关的三条停电公告，由于检修计划变

更，开始及结束时间向后顺延2小时。具体停电
信息以此为准，特此更正，尽请谅解。

停电变更通知

一、5月23日
1.停电线路：35kV钓鱼亭变电站10kV亭渡

324线
停电时间：7:00～20：00
停电范围：浙江省台州市临海市邵家渡街道：

渡头范村、大路章村、峙山村、临海市苗圃厂、浙江
宏冠船业有限公司、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二工程局
有限公司

2.停电线路：35kV 钓鱼亭变电站 10kV 亭
宏322线

停电时间：7:00～20：00
停电范围：浙江省台州市临海市邵家渡街

道：钓鱼亭村、大路魏村、北京天地人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临海市恒泰工艺休闲制品有限公司、临海
市立帆机械铸造厂、临海市龙岭化工厂、临海市伟
明环保能源有限公司、临海市浙东特种试剂有限

公司、临海市正特物流有限公司、台州德士分割器
制造有限公司、台州丰元生物质能源有限公司、台
州市威仕特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中国铁塔股份有
限公司台州市分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浙江有
限公司临海分公司

3.停电线路：35kV钓鱼亭变电站亭西325线
停电时间：7:00～20：00
停电范围：浙江省台州市临海市邵家渡街道：

庙头村、峙山村、岙蒋村、临海桑瑞新能源有限公
司、临海市凯特塑粉有限公司、临海市绿叶金属制
品有限公司、临海市艺特休闲用品有限公司、台州
春秋包装有限公司、台州宏大船业有限公司、台州
世建水泥有限公司、台州市宏冠造船有限公司

咨询电话：95598（电力服务热线）：85281096
临海市供电局
2019年5月14日

停 电 公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