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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厅

廖国勋
任天津市代市长

本报讯 日前，中共中央批
准：廖国勋同志任天津市委委
员、常委、副书记，免去其上海市
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9月3日，天津市十七届人大
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定：任
命廖国勋为天津市副市长、代理
市长。

矫正“谁死伤谁有理”

正当防卫新规出台
涉正当防卫案件近年来受

到社会广泛关注。最高人民法
院3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最
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
制度的指导意见》，对依法准确
适用正当防卫制度作出较为全
面系统的规定。

意见明确提出，正当防卫是
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要准确
理解和把握正当防卫的法律规
定和立法精神，对于符合正当防
卫成立条件的，坚决依法认定。
要切实防止“谁能闹谁有理”“谁
死伤谁有理”的错误做法，坚决
捍卫“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法
治精神。

对于正当防卫、防卫过当
和特殊防卫的具体适用，意见
提出了“十个准确”。其中明
确，准确把握正当防卫的起因
条件。正当防卫的前提是存在
不法侵害。不法侵害既包括侵
犯生命、健康权利的行为，也包
括侵犯人身自由、公私财产等
权利的行为；既包括犯罪行为，
也包括违法行为。不应将不法
侵害不当限缩为暴力侵害或者
犯罪行为。

对于准确把握正当防卫的
时间条件，意见明确提出，对于
不法侵害是否已经开始或者结
束，应当立足防卫人在防卫时所
处情境，按照社会公众的一般认
知，依法作出合乎情理的判断，
不能苛求防卫人。

意见同时提出，准确界分防
卫行为与相互斗殴，准确界分滥
用防卫权与正当防卫，准确把握
防卫过当的认定条件。认定防
卫过当应当同时具备“明显超过
必要限度”和“造成重大损害”两
个条件，缺一不可。

据新华社电

除了将“随申码”用于个人
健康信息核验外，本市相关部门
依托“一网通办”和大数据赋能，
在多领域创新服务方式，推动城
市治理能力不断提升。

在政务服务领域，5月份，本
市在部分行政服务中心和社区
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将“随申码”
应用到政务服务办理环节，申请
人到窗口亮出“随申码”即可预
约取号、办理事项、调用证照，享
受一站式的政务服务体验。

在毕业生求职招聘领域，5
月21日，市教委推出“毕业生就
业随申码”，依托市大数据资源平
台，打通求职数据共享交换通道，
实现用人单位扫码发布招聘信
息、毕业生扫码授权提交求职筒
历，构建了双向互动、安全可靠的
求职信息传输通道，为疫情防控
期间的学生就业提供安全保障。

在文旅、体育及信用领域，5
月底，市体育局将“上海市游泳
场所泳客健康承诺卡”与“随申
码”关联，泳客到游泳场馆出示

“随申码”即可核验健康状态并
快速入场目前，已在本市155家
游泳场所试点运行，累计服务82

万人次。6月，上海大剧院、虹口
足球场等文体场馆实现闸机扫
码入场，观众只需出示“随申码”
即可同步核验身份信息、健康信
息、购票信息。上海图书馆推进

“随申码”全场景使用，3月份实
现扫“随申码”过闸机入馆，同步
核验健康状态和预约信息；8月
底，实现通过“随申码”办理外借
读者证；近期，市民将可通过“随
申码”信用核验功能实现免押金
图书借阅。

在政务服务“好差评”领域，
结合政务服务“好差评”工作，7
月31日，推出“随申码”离线码，
在本市多数政务服务窗口实现
支付宝、微信扫码评价，9 月中
旬，还将在公安、税务窗口上
线。通过扫码评价窗口服务，进
一步拓宽公众与政府间的良性
互动，改善政务服务体验度。

在社会治理领域，6月，在部
分区推出商铺“随申码”，汇聚沿
街商铺注册许可、监督检查、消
费评价等数据，监管人员扫码即
可开展检查，市民扫码可查询相
关信息，让政府监管更加高效、
透明。

就医乘车找工作一“码”畅行
上海“随申码”应用场景不断丰富 用码人数超3400万人

亮 一 亮“ 随 申
码”，就能乘坐公交地
铁轮渡，在游泳场馆
也可当“健康卡”，去
医院还能代替医保
卡。在昨天举行的市
政府新闻发布会上，
记者了解到，“随申
码”应用场景不断丰
富，截至当前，“随申
码”累计使用次数超
12.6亿次，用码人数
超3400万人。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市民就医可将“随申码”当作医保电子凭证。 青年报资料图 记者 常鑫 摄

赵奇表示，下一步，将继续以
应用为牵引，以服务为导向，围绕
市民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以及企
业生产经营等场景，深入推进“随
申码”在各个领域的应用，进一步
挖掘“随申码”长期应用价值，全
力将“随码打造为本市公共管理
和服务领域的市民随身服务码。

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市大
数据中心主任朱宗尧介绍说，在
技术上，“随申码”支持高并发，
最高支持每秒8000次的并发访
问，而目前最高达到的是每秒
2000次左右，还有很大余量。同
时支持高可用，运行系统万一出
现故障可用无感切换到备份系
统，保障服务的高可用，并保障
后台数据的真实可靠和权威。

“对于后台数据运行安全问
题，我们一直高度重视。”朱宗尧
表示，“随申码”运行于市级政务
云上，采取了极高等级的安全等
级。采用了实名认证加实人认
证的技术，采用了动态二维码，
码值一分钟有效，保证安全性和
唯一性。提供数据脱敏或加密，
以最小可用原则提供多场景运
用。建立了安全监管平台和防
护体系，实施闭环的安全管理。

“我们以最严管理、最强制
度、最先进的技术筑牢三道防火
墙，确保使用安全。还专门建立
申诉服务机制，组建申诉处理小
组，专项处理随申码申诉，上线
至今完成各类申诉18.2万件，保
障了持续稳定运行。”

“打开随申码，即可就医。”
走进徐汇区中心医院，就能听到
这样的提醒。

“医保电子凭证是啥？怎么
办啊？”不少来就医的市民好奇
地咨询工作人员。工作人员现
场就演示起来——在“随申办”
APP、微信小程序、支付宝小程序
打开“随申码”，页面下方选择

“医保”选项，进入医保电子凭证
激活页面，根据提示完成身份认
证、用户授权等，就能激活医保
电子凭证，凭卡就能看病付费。

“那以后忘记带医保卡，也不要
紧了吗？这可太方便啦！”

徐汇区中心医院有关人士
介绍说，就诊患者到达医疗机构
就诊时，只需出示“随申码”医保
电子凭证，在完成诊疗服务后，
医院信息系统会自动发起基于
信用的无感支付服务。就诊期
间发生的所有医疗费用，无论是
医保部分结算还是自费部分结
算，都自动由医保和绑定的金融
账户实时支付，无需再为诊间医
疗付费反复排队而烦恼，实现在
医院就医缴费时安全、便捷、免
排队的无感支付体验。

据市卫健委介绍，到8月底，
已实现全市公立医院医疗付费

“一件事”改革全覆盖。“忘带医

保卡，也可以就医。”市卫健委副
主任赵丹丹在今天的市政府新
闻发布会上介绍说，儿童目前还
可以通过“亲属随申码”代为脱
卡就医，上海市儿童医院，上海
儿童医学中心、复旦大学附属儿
科医院、新华医院等4家儿童医
院已试点运行，今后也会向综合
性医院推行。

就医可以用“随申码”，坐车也
可以。在123路武胜路终点站，不
少市民用随申办中的公交乘车码
扫一扫，就能代替公交卡刷码乘
车。7月底，市交通委会同久事集
团、申通集团将原本散落于多个
APP的“公交码”“地铁码”进行整
合，市民只需要使用“随申办”一个
APP即可实现公交乘车、地铁进
站。“乘车功能上线一个月以来，市
民开通地铁乘车码15.8万，开通
公共交通码超过8.1万。”市交通
委副主任董爱华这样表示。

记者看到，在随申办市民云
APP“地铁-乘车码”的“交通出行”
服务中，“随申办市民云”APP不仅
为乘客提供“公交到站”、“交通卡
余额”查询服务，还能为车主们提
供“6年免检”、“违章缴费”、“充电
桩”、“实时路况”查询等在线即可
办理完成的车管业务，实实在在
地便利了各类市民的出行。

在发布会上，市政府副秘书
长赵奇介绍，今年2月17日，“随
申码”正式上线。3月1日，扩大
了用户覆盖人群，支持港澳台人
士、外籍人士获取“随申码”，目
前已有相关用户23.2万人；3月
15日上线“随申码”企业版，各类
企业可以快速申领单位张贴码，
出入员工和访客只需扫一扫即
可查看并记录人员健康状态，从
而助力复工复产和精准防控，目
前已有3708家机构和企业申请
了张贴码，扫码服务共计2376万
次；4月3日，创新推出“亲属随
申码”，为学校复课、儿童出行等

带来了极大便利，累计用码次数
达2584万次，199.2万未成年人通
过亲属申领获码。5月15日，“随
申码”平台与电子证照库后台实现
融合贯通，为各政务服务窗口实现

“亮码办事”进行赋能。7月5日，
“随申码”开通看病就医功能，为患
者提供“脱卡支付”新模式。

值得一提的是，考虑到老年
人、未成年人、以及弱势群体等
不同群体的多样化特点，本市不
强制在所有线下场景使用“随申
码”，可按照“有码认码、无码认
单”的原则予以认可，最大程度
照顾各类人群的习惯和需求。

覆盖 就医坐车“一码”就够了

发展 功能不断迭代更新

模式 应用场景不断丰富

管理 三道防火墙保证安全
车险综合改革
9月19日实施

银保监会官网3日发布《关
于实施车险综合改革的指导意
见》，意见自9月19日起开始施
行，这意味着车险综合改革将正
式实施。意见明确，提升交强险
保障水平，将交强险总责任限额
从12.2万元提高到20万元，其中
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从11万元提
高到18万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
从1万元提高到1.8万元，财产损
失赔偿限额维持0.2万元不变。

意见显示，商业车险保险责
任更加全面，新的机动车示范产
品的车损险主险保险责任增加了
机动车全车盗抢、地震及其次生
灾害、玻璃单独破碎、自燃、发动
机涉水等保险责任。

据新华社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