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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处理602起拒收现金行为
12 月 5 日，记者从人民银行获
悉，整治拒收现金工作开展以来，
全国共处理拒收现金行为 602 起，
经约谈、政策宣传和批评教育，558
起已全部整改到位，44 起正在处理
过程中。
其中，2018 年 7 月至 12 月是人
民银行整治拒收现金工作的集中
整治期，集中整治期后，人民银行
将建立长效机制，细化措施，把整
治拒收现金工作融入日常工作之
中，建立和谐的人民币流通环境。
近年来，
部分机构炒作
“无现金”
概念、部分新零售企业为推广 APP
拒绝现金收付款等现象引起社会广
泛关注。今年 7 月，央行出台整治拒
收现金公告，
进一步规范社会经济主
体对支付方式的选择和应用。
有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从当前情况来看，非现金支付
方式虽然受到越来越多人的欢迎，
但仍无法完全替代现金的功能和
角色。

费者之间因为支付使用的面额、纸
硬币等未达成一致产生的，并非商
户拒收现金。
人民银行上海总部相关负责
人表示，将加大宣传力度，使公众
正确理解拒收现金概念，积极支持
整治拒收现金工作。同时，进一步
提高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现金服务
水平，为社会公众提供安全、便利
的现金服务。

新建福厦铁路桥梁首孔箱梁浇筑

北京营管部约谈 2 家知名
企业，强调不得拒收 1 角、5 角
纸币

根据央行北京营管部 11 月 13
日公告，截至当时，营业管理部已
根据群众反映和主动发现，处理了
30 起不同类型的拒收现金行为，约
谈了 2 家知名企业。
营管部提及，
拒收现金行为中，
有的是企业盲目跟风
“无现金”
的错
误提法进行不当宣传，错误地认为
不收现金就“高端”了；有的是公共
服务类单位“换位思考”意识不够，
盒马积极配合开展整改，
没有考虑到群众的多种情况，收费
称在其门店设置现金通道
窗口只能刷卡、
刷手机，
不能收取现
“我们用 APP 扫码确实也挺方
金，
给没有银行卡、
手机支付的群众
便，但爸爸妈妈买菜一般还是习惯
造成了不便；有的是企业以互联网
带上现金，毕竟支付宝、微信也不
新业态为名，
明明店面内有人，
完全
大会用。”家住朝阳的张小姐对记
具备收取条件，
却不收取现金，
既让
者表示。
消费者反感又触犯法律。
近年来，伴随着扫码支付的普
营管部还特别强调，有的商户
及，以盒马鲜生为代表的新零售飞
对第四套人民币停止流通政策有
速发展。盒马鲜生于 2015 年 6 月注
误解，误以为 1 角、5 角纸币也已经
册成立，总部位于上海，以线上销
停止流通而不收取。实际上，1 角、5
售+线下体验为主。开店初期，店内
角纸币仍可流通，银行仍在正常收
推广自助式扫码支付，通过 APP 内
付，
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
嵌的支付宝链接完成结账。店内现
有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金收款通道标识不清或较为隐蔽， 示，从当前情况来看，非现金支付
导致产生部分投诉。
方式虽然受到越来越多人的欢迎，
记者获悉，人民银行上海总部
但仍无法完全替代现金的功能和
在接到针对盒马鲜生拒收人民币
角色。
现金的投诉后，立即开展调查。经
央行今年 7 月的公告表示，中
查证，在盒马鲜生消费必须使用其
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货币是人民
APP，现金无法使用。对此，人民银
币，包括纸币和硬币（下称现金）。
行上海总部第一时间要求盒马鲜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格式条款、
生做出整改。
通知、声明、告示等方式拒收现金，
据介绍，盒马鲜生配合开展整
依法应当使用非现金支付工具的
改工作，
做出了积极有效的调整，
包
情形除外。在接受现金支付的前提
括给需要现金支付的顾客增加指
下，鼓励采用安全合法的非现金支
引，
现金收银通道的标识更加明显， 付工具，保障人民群众和消费者在
统一支付方式的解释口径，方便消
支付方式上的选择权。
费者自由选择等。在其门店开通现
走访
金支付通道后，
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盒马可现金支付 不参加
人民银行上海总部相关负责
双十二优惠
人表示，鼓励多元化支付方式和谐
发展，既要支持新零售行业的发
12 月 5 日，记者走访了北京盒
展，也要保证现金使用，促进新零
马鲜生回龙观昌发展万科店，发现
售方式与现金使用的有机结合，确
店内多处地方张贴明显标识，提醒
保消费者自主选择的权利。
消费者支付前需要提前下载盒马
对于拒收现金一事，盒马鲜生
APP。在盒马鲜生店内，付款方式
方面回应记者称，盒马鲜生是一家
主要为自助收银，消费者在自助收
会员制的新零售卖场，只要用户下
银台扫描商品后使用盒马 APP，针
载盒马 APP 并免费注册，即可成为
对部分没有下载 APP 的用户，盒马
盒马会员。会员通过盒马 APP 绑定
在服务中心处设置了单独的人工
支付宝进行付款，可获得便捷的服
收银通道。
务体验。
“ 如果消费者不方便使用
“多一种支付方式总归是好
APP，我们每家门店都为消费者提
的，平时对手机端移动支付太依
供了现金支付通道。”
赖。”某 80 后在京工作人士向记者
表示支持盒马新增现金支付。
部分商户撤下不收现金招
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该盒马
牌
店自开张以来就设有现金通道，用
据了解，整治拒收现金工作开
户可自主选择现金或注册盒马
展以来，全国共处理拒收现金行为
APP 进行支付，但不支持支付宝或
602 起，经约谈、政策宣传和批评教
微信支付。
育，558 起已全部整改到位，44 起正
据工作人员介绍，临近双十二
在处理过程中。整治焦点集中在政
盒马鲜生推出减免活动，但现金支
务和公共服务、水电气缴费、新零
付不享受优惠，
活动仅限 APP，
需要
售、交通类、餐饮业、景区等人口密
在APP上领取优惠券才可以使用。
集和涉外场所。
记者在现场看到有不少消费
据介绍，通过人民银行多方位
者选择现场安装盒马 APP，有消费
开展的整治工作，
“拒收现金违法” 者表示盒马鲜生不支持支付宝是
的观念深入人心。有部分商户撤下
为了推广其 APP，对于部分消费频
不收现金的招牌，主动张贴起了
次较低的用户来说不太方便。另有
“欢迎使用现金”字样。
消费者表示，希望现金支付亦能享
此外整治工作中发现，有部分
受折扣优惠，
一视同仁。
“拒收现金”投诉是因为商户与消
本报综合消息

12 月 6 日，在新建
福厦铁路第 8 标段厦
门同安制梁场，工人在
对新建福厦铁路桥梁
主体工程首孔箱梁进
行浇筑作业（无人机拍
摄）。
当日，福建首条高
速铁路——新建福厦
铁路桥梁主体工程首
孔箱梁顺利浇筑，标志
着桥梁主体工程由下
部结构向上部结构有
序推进。新建福厦铁
路是国家“一带一路”
建设重点工程，铁路正
线全长 277.42 公里，预
计 2022 年建成通车。
新 华 社 发（阮 士
凡 摄）

高校寒假时长为何相差近 20 天
进入 12 月，
秋季学期已经过了一大半，
大学生们在
间与实际情况有所出入。
例如北京师范大学，
榜单给出
准备期末复习的同时，
也在期盼着寒假的到来。
记者了
的放假时间是从明年 1 月 12 日至 2 月 18 日，
共 37 天；
但
解到，
目前大多数北京高校已经公布了寒假放假时间， 该校老师表示，
18 日为全体教师开学日，
学生开学日期
今年因为春节来得比较早，各高校放假时间也都提前
是在 2 月 23 日，
所以学生实际的放假时长为 42 天。
同样
了不少，
但不同高校的放假时长相差接近20天。
“被缩减”了时间的高校还有中国传媒大学，榜单所列
近日，一份北京高校寒假放假时间排行榜在网络
的时间为 1 月 20 日至 3 月 5 日，共 44 天；而该校校历显
上流传，这份排行榜统计了 39 所北京高校的放假起始
示的寒假时间为1月17日至3月4日，
共46天。
日期及天数，位居榜首的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寒假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差距呢？记者采访部分高校
从明年 1 月 12 日一直到 3 月 1 日，共持续 48 天；而并列
教务处的负责人得知，学校是根据每学期的教学计划
“倒数第一”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体育大学，假期
自行安排学期的时间长短的，所以从学生开学报到
从 1 月 21 日开始，放到 2 月 17 日，仅有 27 天时间，榜首
起，每个学校的进度就略有不同，再加上不同时长的
和榜尾高校的寒假天数相差 21 天。榜单一出，便在各
教学周和考试周，寒假的安排就产生了差异。不过，大
学四年的教学总时长是不变的，这学期寒假短，春季
大高校中传开，反应最强烈的要数“垫底”的几所大
学，有学生调侃“感觉学费交的好值呀”、
“看到跟北大
开学的时间就会提前，放暑假的时间也会相对提前，
差不多就放心了”，更多的学生表示“想家了”、
“ 每年
暑假的时间就可能相对长一些，
“ 而且像中国人民大
都想在家过个元宵节”……
学等高校还设有春假，所以大家的休息时间其实是差
不多的。”
本报综合消息
记者核实各大学的校历发现，榜单所列的寒假时

儿科看病难究竟如何解？
儿科看病难究竟如何解
？
新华社北京 12 月 6 日电（记者侠克 林苗苗 肖思
14.6%，35 岁至 45 岁医师流失率为 11%，45 岁至 60 岁
思）每到冬季流感高发季，儿科看病难问题就会再次
医师流失率为 6.8%。
凸显。一面是儿科医疗资源短缺，孩子看病难；另一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倪鑫说：
面则是儿科医生群体面临“活儿难干”
“人难留”等多 “儿科医生的诊疗专业难度大，医患纠纷比例高；此
重困境。儿科问题究竟如何破解？记者进行了调查。 外，工作压力大、收入与付出不成比例、缺乏安全感是
医疗资源分配不均、数量不足制约儿科发展
儿科医生流失的原因。”
不久前，北京一位父亲带着孩子辗转 3 家二甲、
一位新生儿外科专家说：
“ 我们科最多时有 100
三甲医院，想为孩子头上半厘米的小伤口清创包扎， 多名住院病人，各类医生才 30 余名，一天做手术从早
却没有一家可以收诊。
上 8 点一直到晚上 10 点，在儿科并不罕见，有时甚至
“有的医院没有儿科，有的医院有儿内科但无儿
要连轴转。”
外科，无法处理伤口。”这位父亲无奈地说。
孙锟说，我国儿科无论是门诊还是急诊，综合性
儿科科室和资源短缺、配置不均衡，医生数量不
医院的工作量最大，而妇幼保健院、妇幼保健所等基
足等问题是我国儿科面临的主要问题。
层医疗机构的医生门急诊工作量占比较低。
“ 这是一
记者在北京市西城区广内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了
大笔资源，
应该利用起来。”
解到，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没有设置儿科，也没有配
儿科医疗资源还需
“重基层”
“重培养”
置常用的儿科药品。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社区内居民
国家卫生健康委 10 月发布数据显示，2017 年全
需前往附近两家综合性医院才能为患儿就诊。而据
国新建儿童医院 19 家，儿科床位增加 2 万张；截至
记者了解，这两家综合性医院均只设有儿内科，并无
2017 年底，全国儿科执业（助理）医师数达 15.4 万名，
儿外科，
若儿童发生外伤，
仍然无法接诊。
每千名儿童执业（助理）医师数为 0.63 名。
而在北京两家主要的儿科专科医院——首都医
孙锟表示，从源头抓起，培养一大批能够广泛扎
根于基层的儿科专业人才，使儿童保健、儿童常见病、
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和首都儿科研究所，则是常
多发病可以在儿科全科医生手中得到解决，才能使三
年人满为患。广内街道居民李女士说：
“ 孩子有个磕
碰或头疼脑热的还是愿意去儿科专科医院，但专科医
甲医院的儿科专科医生更加专注于儿童疑难重症以
及罕见疾病的临床诊治工作。
院人太多了，
每次看病要花多半天的时间。”
在加强基层儿科建设方面，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在
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和中国医师协会儿科医
师分会 2017 年联合发布的《中国儿科资源现状白皮
社区全科医生中，每年将选拔培训 100 名社区基层医
书（基础数据）》显示，我国现有儿童专科医院仅 73
生，使他们能更好地提供儿科服务。此外，北京市卫
家，其中东部 41 家，中、西部加起来共 32 家。儿科资
生健康委不断推进儿科医联体建设，目前已经建成 5
个儿科医联体。
源稀缺，
且分配不均衡。
为解决儿科医生短缺问题，实现区域儿童医疗卫
“活儿难干”
“人难留”儿科医生群体困境重重
“儿科医生数量的多少，
决定了我国儿童健康能不
生资源均衡发展，广东省加快构建省、市、县、乡镇（社
能得到保障。
”
中国医师协会儿科医师分会会长孙锟说。 区）四级儿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2016 年广州 17 家
三甲医院联合发起成立广东儿科联盟，将各级医院的
记者从广东省了解到，2016 年广东省儿科医生缺
口约为 2000 人，但广东各大医学院校每年培养出来
儿科优势力量集中起来协同发展。
的儿科研究生不足 50 人。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儿科主任邹丽萍表示，短
因收入偏低、劳动强度大、工作风险高等原因，目
期内可培养基层全科医生使其对儿科疾病有基本的
前儿科医生群体面临超负荷工作普遍、吸引人才难、 判别能力，从而成为儿科就诊的“第一关”。
“在‘第一
关’筛选出一批不用前往儿科专科医院的患者，减少
骨干医生流失率高、三甲基层冷热不均等多重困境。
《中国儿科资源现状白皮书（基础数据）》显示， 了儿科专科医院的门诊量，也提高了其诊疗效率。”
2011 年至 2014 年，中国儿科医师流失人数为 14310
倪鑫认为，除了加大人才培养外，提高儿科医生
群体的待遇也是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人 ，占 比 为 10.7% 。 其 中 ，35 岁 以 下 医 师 流 失 率 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