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社部数据显示， 截至2016
年末， 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统筹基金累计结存9765亿元，

个人账户积累5200亿元。 除了医
保资金大量沉淀、 基金运行效率
不高等问题， 现实中用医保卡购
买生活用品， 套取现金的现象也
屡见不鲜。 要想从制度上堵塞欺
诈骗保漏洞， 改进医保个人账户
管理， 唤醒 “沉睡” 医保基金势
在必行。 （7月4日 《工人日报》）

据报道， 我国现行城镇职工
医疗保险采取 “统账结合 ” 模
式， 即由社会统筹账户和个人账
户组成 。 单位按照缴费基数的
6%左右缴费， 其中30%划入个人
账户 ， 个人按缴费基数的2%缴
费， 全部计入个人账户。 从各地
实践看 ， 个人账户普遍封闭管

理， 用于支付门诊费用、 药店购
药和其他起付线以下费用， 医保
统筹基金用于支付住院费用。

然而， 现实状况是， “一边
是面临穿底风险的统筹基金， 一
边是大量 ‘沉睡’ 的个人账户结
余资金”， 这就制约了城镇职工
医疗保险制度的健康可持续发
展。 尽管各地纷纷开始探索社保
个人账户管理模式的改革， 但是
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基金依旧没有
充分被唤醒。 诚如有专家所言，
资金大量沉淀也反映出资金运用
效率不高。

事实上， 唤醒职工医保个人
账户基金， 一方面， 需要政策上

的支持， 拓宽医保个人账户的用
途。 比如， 通过允许家庭成员之
间医保资金进行共济互助， 个人
医保账户购买商业健康保险和意
外伤害保险， 个人账户结余购买
补充医疗保险和发展老年人长期
护理保险， 允许职工将医保卡中
的部分余额提现等等， 最大限度
地激活个人账户基金。

另一方面， 需要职工个人多
一防范意识些。 遵循 “国家明令
禁止药店刷医保卡销售生活用
品” 的要求， 避免医保卡账户资
金的 “变味儿” 支出； 也须增强
安全意识 ， 规避医保卡骗局 。
如， 以社保卡或者医保卡出现异

地消费、 即将到期或其他异常为
由， 要求提供身份证号以及银行
卡号等相关个人信息等骗局， 需
要加强防范。

让医保个人账户资金 “活 ”
起来， 一直是社会热点话题。 医
保结余资金在账户上沉睡， 放着
可惜， 套现违法， 让许多人倍感
纠结。 与其让医保卡结余资金继
续沉睡， 不如投资在阳光健身方
面 ， 这不仅需要各地的政策支
持， 也需要加强健康教育知识的
普及。 当然， 最重要的是， 顶层
设计应该有所突破， 如尽早实现
医保资金异地使用等， 以惠利民
众。

晏扬 ： 为了缓解停车难题 ，
从今年初开始， 江苏溧阳市试水
“共享停车场”， 让有条件的政府
机关、 事业单位将停车场错时开
放， 和周边居民共享停车位。 截
至目前， 该市已有5个机关事业
单位 、 2个社会单位以及1所中
学， 作为试点单位先行对外免费
开放停车场。 “共享停车场” 且
试且推广。 不能因为存在一些小
问题就因噎废食， 在停车难的背
景下， “共享停车场” 具有重要
的社会价值和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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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能唤醒“沉睡”的医保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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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游防沉迷措施不能形同虚设

■每日观点

惩治“小官巨腐”
须量身打造双重笼子

闻之：眼下，各中小学校纷纷
开始放暑假了。然而，迎接孩子们
的是名目繁多俨如牛毛一样的各
类暑期学生学习班。 暑假本应是
把学生从繁重的课业中解脱出
来，让其身心得到放松。然而暑期
疯狂办班， 不但很难带给孩子们
以快乐，而且人为地加重了负担。
看来， 相关部门很有必要对暑期
各种办班管一管、治一治了。规范
暑期学习班，把办班热降一降温，
千万别让孩子们“中暑”。

机关“共享停车场”
且试且推广

别让孩子
在暑假班“中暑”

■世象漫说

社区医院建养老驿站好处多多

随着中央环保督察工作不断推进， 各地整改措
施不断加强， 一批环境污染问题被曝光和整改。 然
而， 在给环保工作点赞的同时也要看到， 部分地区
环境治理抓大放小思维依然存在， 污染源监管尚存
“死角” “盲区”。 （7月4日新华社） □朱慧卿

北京市纪委日前公布， 今
年 1—5月 ， 共查处 “小官贪
腐” 162人。 其中包括一社会
福利中心不及时报告8名集中
供养五保人员死亡信息违规领
取供养资金， 一镇财政所出纳挪
用公款761万元用于个人炒股等
（7月5日 《北京青年报》）。

近年来，反腐败中的“小官
巨腐”现象引人注目，彻底颠覆
了公众头脑中巨大贪腐数额必
然与“位高权重”相联的传统印
象。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披露的
案例一再警示，“小官” 也能大
贪，其危害比那些“位高权重”
的大贪官丝毫不逊色。 如何有
效惩治 “小官巨腐 ”，让 “微权
力”不再祸国殃民，已成了反腐
败必须面对的现实课题。

我们应该看到，基层“小官
们”之所以敢于肆无忌惮地“巨
腐”，还缘于他们法治意识的淡
薄。 在对法律没有必要的敬畏
时，他们以身试法进行“巨腐”
自然就会“底气十足”。故此，为
身居要害岗位、容易贪腐的“小
官们” 量身打造包括权力运行
和法律惩治在内的双重制度笼
子，无疑是防范“小官巨腐”的
关键。

一方面，要在公开监督“微
权力”的制度设计上下足功夫。
众所周知， 公开是最好的防腐
剂，只有将“小官们”手中“微权
力” 的各个运行环节置于群众
的监督之下， 才能确保群众对
“小官” 的监督权落到实处。毕
竟，“阳光底下没有猫腻”，那些
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 “小官
们”，即使其想要“巨腐”的贼胆
再大，面对群众敏锐的监督眼，
也不敢越雷池一步。

另一方面， 还应在保持法
律 “钢牙利齿” 的威力上下足
功夫。 “小官们” 官职虽小，
但掌握着众多民生资金和公共
资源 ， 如果不对他们 手 中 的
“ 微 权 力 ” 套 上 法 治 辔头 ，
那么他们就最容易滋生法不责
众的侥幸心态 ， 走向 “巨 腐 ”
的深渊不能自拔 。 因此 ， 相
关职能部门必须秉承法治思
维 ， 对 “小官们 ” 敢于 “巨
腐” 的行为坚持露头就打。 如
此， 才能让 “小官们” 对法治
心生敬畏， 倒逼其用好手中的
“微权力”。 □张智全

备受争议的腾讯王牌游戏
《王者荣耀》 7月2日推出了最严
防沉迷系统 “三板斧”： 一、 限
制未成年人每天登录时长， 12岁
及12岁以下1小时； 二、 升级成
长守卫平台， 家长可一键禁玩；
三、 强化实名认证体系， 没有实
名认证的账号无法进入游戏。 但新
规仍有漏洞可钻。 一些小学生接受
采访时称， 网上能搜到成年人身份
证号， 用以注册账号， 便能绕过
监管。 （7月5日 澎湃新闻）

就实名认证体系来说， 之所
以有中小学生通过网购的身份证
号码或者父母的身份证号码注册
账号 ， 说明该系统仍然存在漏

洞。 严格来说， 实名认证并非只
是登记一下身份证号码就了事，
否则谁都可以持他人的身份证件
进行登记， 甚至编造虚假的身份
信息骗过登记系统。 真正的实名
登记应该确保人证合一， 即登记
者就是其本人， 而非其他人， 否
则就会形同虚设。

因此， 首先应不折不扣地执
行实名认证， 如要求账号与本人
银行卡或其他支付工具绑定， 以
此减少使用他人身份信息注册账
号现象。 并可同时让家长通过软
件绑定终端设备和账号， 还可推
出人像识别系统， 通过摄像头定
时采集游戏玩家信息， 堵住小孩

使用家长账号， 一人使用多个账
号， 使用不同终端设备登录等漏
洞。 有必要强调， 监管部门应强
制推广此类防沉迷措施， 将其作
为游戏上线的前置门槛， 避免网
游沦为残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精
神鸦片和新时代的 “黑网吧”。

此外， 绝不能忽视家长的监
护职责。 有的小孩为玩网游短短
几天内就可以充值几千元乃至数
万元， 难道家长就没有一点责任
意识， 将银行账号和密码交给小
孩任其胡来。 可以说， 这些父母
相当失职， 根本没有尽到职责，
如果有这样的家长， 再健全的防
沉迷措施也无计可施。 □史奉楚

让 医 保 个 人 账 户 资 金
“活” 起来， 一直是社会热点
话题。 医保结余资金在账户
上沉睡， 放着可惜 ， 套现违
法， 让许多人倍感纠结 。 与
其让医保卡结余资金继续沉
睡， 不如投资在阳光健身方
面， 这不仅需要各地的政策
支持 ， 也需要加强健康教育
知识的普及。

全市首家由医疗机构负责运
营的养老驿站———由朝阳区潘家
园第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筹建的
松榆里社区养老服务驿站近日正
式投入运营。 养老驿站不仅集合
了文化娱乐、 养生保健、 中医康
复、 医养结合、 日间照料、 助餐
助浴六大功能， 而且老人在这里
还能享受来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驻站医生提供的义诊、 按摩、 理
疗等服务。 （7月5日 《北京青年
报》）

现如今， 北京市正处于中度
老龄化时期 ， 全市常住 老 年 人
口 340.5万 ， 占 常 住 人 口 总 数
的15.7%。 预计到2020年 ， 全市
户籍老年人将超过380万， 常住
老年人口将超过400万。 《北京
市 “十三五” 时期老龄事业发展

规划》 指出， 到2020年， 全市将
建设1000个社区养老驿站。 从已
经运营的社区养老驿站的情况分
析， 单纯的养老驿站由于缺乏医
疗的功能， 不能满足患有各种慢
病老年人的需求。

而由医疗机构运营的养老驿
站刚一出现， 就吸引了众多老年
人和子女的目光。 首先， 由医疗
机构建养老驿站能解决老年人看
病的问题。 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医
养结合。 岁数大了， 或多或少都
得有个慢性病。 一边养老， 一边
治病 ， 对于老年人来说至关重
要。 假如只是单纯的托老所， 只
有养而没有医。 老年人看病拿药
还要单独跑医院， 那对于老年人
的吸引力就会低很多； 其次， 离
家门口近 。 早上由孩子给送过

去， 不仅有吃有喝， 有玩有乐，
还能和老街坊们聊聊天 ， 泡泡
脚 ， 洗洗澡 。 等晚上孩子下班
了， 再给接回家， 一天过得快乐
充实。 而且还花费不大， 老年人
都能承受得起； 再次， 孩子和老
人心里都踏实 。 人老了 ， 病多

了， 说不准什么时候就有个头疼
脑热的， 只要言语一声， 驻站医
生立即就会过来出诊， 耽误不了
治疗。 我们希望， 有更多的医疗
机构参与到养老驿站的建设中，
为民解忧， 让更多的老年人能够
度过幸福的晚年。 □许庆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