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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权益保障
别忘了城市
“老漂族”
随着人口流动性不断增大，一部分老
年人为支持儿女事业、照料孙辈，
“ 候鸟
式”离家漂至陌生城市。他们在异地他乡
面临着医保、文化差异、夫妻两地分居甚
至语言不通等问题。
尽管各地政府陆续出台优老政策，但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调研发现，有的政策相
互“打架”，有的政策距落实落地仍有差
距。

“卸”不下的十斤药袋
今年 64 岁的任建国自 2013 年起，每
隔半年要跟老伴儿一起从吉林市来到石
家庄照顾外孙。老人患有高血压、高血
脂，加上心脏支架手术后需要药物维系，
每天需要服用的药物多达 5 种，一天三
次。
“吉林的医保卡在石家庄买药不行，
因此每次去石家庄之前，我要在吉林市的
多家医院拿着医保卡去开药。由于开药
有时间限制，这个事情很不好办，免不了
托关系找熟人。5 种药开足半年的量，袋
子提起来近 10 斤重。
”任建国说。

每次把所有的药备齐后，任建国和老
伴儿还有个“大工程”，就是在出发前，把
堆在客厅里的各类药包装逐一拆开，每种
药只留着药片统一放在小袋子里。有些
药长得差不多，
不留神会混淆。
“主要是为了节省空间，药盒子、包装
占地方，携带不方便。2013 年开始，我这
只‘老鸟’就驮着快 10 斤的药袋子每年从
吉林飞往石家庄，从没卸下来过。女儿总
劝我们发快递，但害怕路上有遗失，我们
还是选择背着。
”
任建国说。
原太原市老龄委一位工作人员也反
映，他经常到北京接送孙子，有时一待就
是几个月，因太原医保卡在北京不能使
用，而他每天都要服用降压药，所以买药
就成了一个问题。有时候药快用完了，只
能让家人从太原买了再寄过来。
在走访过程中，多地外地老年人反
映，自己需要的一些药只能在本地医院凭
医生处方开药，且每次只能开一个月的药
量，老人们年纪大，在异地时间长，来回奔
波不方便，医保卡购药、医药费报销就成
了最大的一个难题。
记者采访发现，仅在太原市，相关部

重磅！微信、抖音、淘宝、拼多多……或打通链接

在电商平台看到个“好物件”，想给朋友“种草”，但怎么也分享不
了，甚至需要“口令”
，
既扫兴又麻烦。这种问题有望得到解决。
13 日，工信部表示，已要求企业按照整改要求，务实推动即时通
信屏蔽网址链接等不同类型的问题，能够分步骤、分阶段得到解决。

工信部：重点整治互联网平台屏蔽网址链接问题
一直以来，微信、抖音、淘宝、拼多多、支付宝等平台不能相互分
享网址链接。平台无正当理由限制网址链接的识别、解析、正常访
问，影响了用户体验，
损害了用户权益，扰乱市场秩序。
发布会上，工信部部长肖亚庆表示，我国平台经济发展很快，总
体态势是好的。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有
的是需要从技术上来解决，有的是需要从管理上来解决，有些问题需
要各方面联动、系统地解决，
还有些问题需要从发展的角度来解决。
“总之，互联网安全是底线。互联网发展一定要能够使老百姓的
生活更加方便，助力各方面发展，最终促进互联网行业、平台经济健
康有序发展。
”肖亚庆称。
据工信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赵志国介绍，工信部
7 月启动了为期半年的互联网行业专项整治行动，屏蔽网址链接也是
重点整治的问题之一。
赵志国表示，当前，正在按照专项行动的方案安排，指导相关互
联网企业开展自查整改。要求企业按照整改要求，务实推动即时通
信屏蔽网址链接等不同类型的问题，能够分步骤、分阶段得到解决。
赵志国说，下一步，一是加强行政指导，对整改不到位的问题继
续通过召开行政指导会等多种方式，督促企业抓好整改落实。二是
加强监督检查，确保问题能够整改到位。三是强化依法处置，对于整
改不彻底的企业也将依法依规采取处置措施。

门就经常接到一些异地老人的政策咨询，
因异地就医、买药手续比较麻烦，老人们
很关心怎样能把程序变得更简单。也有
不少老人因医保手续迁不过来、续也续不
上，日常就医、买药都成了麻烦，单靠某个
市的力量难以突破，这需要国家统一或者
各省联手研究解决。

“走”不出的孤身茫然
两年前，内蒙古呼伦贝尔的王燕老人
被女儿接到呼和浩特帮忙照顾外孙。她
向记者坦言，自己总是感到非常孤单和焦
虑。
“ 女儿、女婿每天早上很早出门上班，
中午不回来，晚上加班也很晚回来，外孙
的一切事务都由我来管。没有帮手，没人
能说说话，每天累到不行，心理压力也很
大。
”王燕苦恼地说。
今年 89 岁王贵香老人，跟随 64 岁的
女儿从山东济南来到石家庄。因为王贵
香的外孙女刚刚生了孩子，需要人帮忙
带，但王贵香本人腿脚不便也需要人照
顾，只得跟着女儿来到异地。
外孙女、外孙女婿给老人租了一个房
子。早上，女儿给王贵香做好饭后，就赶
去自己女儿家里上“上午班”；中午回来给
王贵香做午饭，再回女儿家上“下午班”；
晚上依旧往复。
“每天女儿走了以后，我就自己在房
间里待着。因为坐轮椅，不方便下楼，我
也害怕出问题给儿孙们添麻烦，就老实待
在楼上看电视。时间太慢了，每秒钟都挺
难熬。我想回自己的家。”
王贵香说。
记者采访了多位“老漂族”发现，像王
燕、王贵香一样的老人离开家乡来到异
乡，面临着对当地语言、人际关系和生活
习惯不同等诸多问题。即使孩子们能够
让“老漂族”们享受富裕的物质生活，提供
更好的生活条件，这些老人依然要忍受孤
单和焦虑。

“兑”不成的
“空头支票”
近年来，
针对老年人权益保障，
从国家
层面到各省市都出台了不少措施。相关条
款从政务服务、
交通出行、
卫生保健、
商业服
务等方面，
细化了不同年龄阶段老人可享受
的优待事项。政策很好，
但实际落地情况不
一，
有些政策甚至成了
“空头支票”
。
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车站、
机场、医疗机构等场所，应当设立老年人
优待服务窗口，老年人可优先购买车票、
船票、飞机票，优先托运行李、物品，在各
类医疗机构优先就诊、化验、检查、交费、
取药、住院。然而记者在走访中发现，上
述规定在个别地方形同虚设。
很多受访老人反映，他们经常要在异
地孩子家和故乡老家之间往返，进出火车
站都是正常排队，没有所谓“绿色通道”，
也不知这样的通道设在哪里。而在山西
某心血管医院，记者看到，早 7 点排队挂
号的长队中，很多老年人也站在其中。
同时，记者通过走访了解，
“ 老漂族”
群体近年成为社会热点，需要政府关注，
但与此不相匹配的是，一些地方老龄组织
的职能却在弱化。
“过去是协调各部门，现在只能搞老
年 宣 传 ，组 织 点 儿 老 年 活 动 ，处 境 很 尴
尬。其实，社会需要能体会老年人处境的
政府组织去发现问题。”太原市一位长期
从事老龄健康服务的工作人员坦言。
此外，多地老年人反映，几年前国家
发文要求停办老年人优待证，凭身份证享
受待遇，但在有些地方想要享受优待还必
须持老年证。
“每年都要接待一些异地归来的老年
人办证。很多老人好不容易找到了老龄
委的办公地，却办不了证，免不了有一肚
子委屈和怨言。这种政策打架的情况不
少，因为地方有自己的规定。”山西某市老
龄健康事业服务中心一位工作人员说。
（来源：
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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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参考报》记者 13 日从
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国家发
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公
安部、自然资源部近日联合发
布《关于近期推动城市停车设
施发展重点工作的通知》
（以下
简称《通知》），提出要将停车设
施项目列入各城市重点项目建
设计划，加快推进前期工作，加
强要素保障，加大资金投入，建
成一批停车设施项目。
《通知》要求，各城市年内
完成停车设施普查并对外公
开，摸清停车资源底数，动态更
新停车资源数据，建立城市停
车设施供给能力评价制度。
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年内开展
城市停车设施建设规划编制
和修编工作。住房城乡建设
部年内组织对现行《城市停车
设 施 规 划 导 则》
《城 市 停 车 规
划 规 范》执 行 情 况 进 行 评 估 ，
分析执行情况和存在问题，根
据需要适时制定修订相关标
准规划。
《通知》提出，制定用地支
持政策。自然资源部研究制
定《国有建设用地配置办法》，
年内完成政策起草工作，明确
地上、地下土地使用权配置规
定。指导各地结合具体实际，
抓紧出台土地分层开发实施
细则。同时，规范不动产权确
权。自然资源部加强指导，对
有需求的地方，推动出台停车
设施相关的不动产登记实施
细则，明确不同类型停车设施
的产权归属。结合《不动产登
记 法》起 草 工 作 ，完 善包括地
下车位（车库）等在内的地下空
间确权登记的相关要件和登记
要求，规范做好不动产登记工
作。
根据《通知》，国家能源局
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年内研究
出台《关于进一步提升充换电
基础设施服务保障能力的实施
意见》，从加强规划布局、加强
设备运维、提高供电保障等方
面推动充电服务保障能力提
升。
（来源：新华网）

拒绝餐饮浪费

互联互通一小步，
互联网生态一大步
针对“工信部整治平台屏蔽网址链接”一事，
“互联互通一小步，
互联网生态一大步。
”
有不少网友如此评论。
“这为我国互联网行业进入全面互联互通时代铺平了道路，对正
在施行中的相关反垄断执法监管、司法诉讼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华
东政法大学竞争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翟巍向中新网记者表示。
互联网行业分析师马继华对中新网记者表示，互联互通是大势
所趋，打破各超级应用的藩篱才能促进创新创业，大小创业者不再因
资本属性而被平台差异化对待，对数字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翟巍也认为，互联互通可以形成开放共享的互联网生态，促进互
联网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降低广大用户交易成本，最终促进数字经
济的技术创新与迭代升级。
“工信部提出即时通信软件合规标准，既可以有效防范超大型平
台企业遏制创新，避免互联网行业出现‘大树底下不长草’的局面，又
可以督促超大型平台企业摒弃封禁垄断经营模式，使其聚焦于实现
技术创新与提升社会公众福祉。
”翟巍说。

腾讯、阿里、字节跳动回应
“坚决拥护工信部的决策，在以安全为底线的前提下，分阶段分
步骤地实施。”腾讯方面 13 日向中新网记者表示，
“但关于‘互联互通’
的多项网友调查中，关于外链解除管理后垃圾信息泛滥、侵占社交空
间、阻碍沟通效率的顾虑也层出不穷。
”
同日，阿里巴巴对此回应：
“互联是互联网的初心，开放是数字生
态的基础。阿里巴巴将按照工信部相关要求，与其他平台一起面向
未来，
相向而行。
”
字节跳动则回应：保障合法的网址链接正常访问，是互联网发展
的基本要求，事关用户权益、市场秩序和行业创新发展，字节跳动将
认真落实工信部决策。字节跳动还呼吁所有互联网平台行动起来，

不找借口，明确时间表，积极落实，给用户提供安全、可靠、便利的网络空间，让用户真
正享受到互联互通的便利。

放开网址链接屏蔽是否会导致垃圾信息满天飞？
社交平台上，一些网友有疑虑：
“ 放开网址链接屏蔽会不会营销、诈骗信息满天
飞？”还有网友担心数据安全和用户隐私问题。
不过，翟巍认为，互联互通后，不会造成营销信息泛滥，亦不会导致大规模的安全
隐私问题。
“一方面，目前监管机关对于违法发送营销信息、侵犯安全隐私行为已经建
构较为完善的识别、监控、处置机制；另一方面，大多数互联网平台企业具有遏制营销
信息泛滥与保护安全隐私的技术储备与经验积累。
”
“现在工信部的解除屏蔽政策，还未涉及不同平台数据打通问题。未来全面互联
互通可能与数据安全有关，但国家相关法律都已经完善。”马继华说，但从长远发展
看，数据安全不应该成为拒绝互联互通的借口。
”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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