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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速递

丢了身份证
不用怕被人冒用办卡了
失效居民身份证信息核查工作未来将向全国推广

居民丢失了身份证，将不用再
担心被人冒用办了信用卡、或者名
下突然多了几个银行户头。 央行近
日宣布， 将在公安部支持配合下，
在天津市、山西省、福建省的中国
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
行开展失效居民身份证信息核查
试点工作。 后续，央行将总结试点
经验，适时向全国推广，届时联网
核查业务处理将全国统一。
丢了的身份证被人冒用申办信
用卡或开户， 结果惹上一大笔莫名
其妙的债务， 或者成为犯罪分子洗
钱的通道， 这种可怕的遭遇今后将
很难发生。
日前，央行宣布自2018年4月9日
起，人民银行将在公安部支持配合下，
在天津市、山西省、福建省的中国工商
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开展失
效居民身份证信息核查试点工作；在
上海市、福建省、深圳市、珠海市的中
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招商银行开展
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
来往大陆通行证和外国人永久居留身
份证（以下统称非居民身份证件）信息
核查试点工作，为银行业金融机构识
别客户出示的居民身份证有效性、非
居民身份证件信息真实性提供有效技
术手段。 后续，央行将总结试点经验，

适时向全国推广， 届时联网核查业务
处理将全国统一。
随着联网核查系统推广运用，
不法分子也改变了犯罪手法。 近年
来， 在公安机关打击治理电信网络
诈骗、地下钱庄、洗钱等案件中，发
现不法分子使用伪造、 变造以及他
人证件等，冒名开立银行账户、转移
非法资金， 严重扰乱了社会经济秩
序，侵害了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同
时， 还出现一些不法分子利用他人
身份证件冒名办理银行信用卡、贷
款等业务， 造成证件实际持有人被
记录不良信用信息等， 损害了人民
群众的合法权益。
央行有关负责人强调，此次联网
核查失效居民身份证和非居民身份
证件信息试点工作对切实落实银行
账户实名制意义重大。一是有利于进
一步夯实银行账户实名制基础，为银
行核查居民身份证有效性、非居民身
份证件信息真实性提供便捷、有效手
段。二是有利于防范单位和个人被不
法分子冒名开户，减少因假名、匿名
开户造成的经济纠纷和损失，维护社
会公众资金安全。三是有利于遏制利
用银行账户从事电信网络诈骗、洗
钱、偷逃税款等违法犯罪活动，维护
正常的经济金融秩序。

本市新辟越江公交线883路
4月21日起投运
4月21日起，申城将新辟公交883路，线路经
过长江路隧道，通行于浦西与浦东之间，为市民
就业、就学、就医提供出行便利，以此构建一条浦
西至浦东的快捷公交线。
据负责线路运营的巴士五公司介绍， 公交
883路由浦西共和新路呼兰路至浦东凌江路西
凌江路， 上行自共和新路呼兰路起经共和新路、
长江西路、郁江巷路、长江南路、逸仙路、军工路、
长江路隧道、港城路、康悦路、展凌路、双江路、江
东路、西凌江路、凌江路至凌江路西凌江路止。凌
江路西凌江路终点站营业时间为6：00至21：00，

申城约380万市民选择医疗机构组合签约
据市卫计委消息，截至目前，上海
“
1+1+1”改
革签约居民约380万人； 签约居民门诊在签约医疗
机构组合内就诊占73%，在签约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就诊占51.6%。
2011年上海启动家庭医生制度试点，2015年
起展开新一轮改革，着力提升家庭医生分诊与健康
管理能力，大力推动居民就诊下沉。“
1+1+1”医疗
机构组合签约，即居民可自愿选择一名家庭医生签
约，并可再在全市范围内选择一家区级医院、一家
市级医院进行签约。
2017年上海市十大行业服务质量测评结果日
前出炉，公众对社区卫生服务的满意度最高，超过
“
非常愿意”或
“
比较愿意”再次选择到
九成居民表示
此看病或向他人推荐。 这也是社区卫生服务连续第
二年获评全市十大行业服务质量
“
满意度冠军”。
上海市民对基层卫生服务的满意，与社区卫生
服务能级提升明显相关。 往年测评中抱怨较多的

与经销商同行，SEALY丝涟床垫传承经典梦

自2008年中国第一家SEALY丝涟床垫
门店开业以来，SEALY丝涟床垫凭借其优质
的品质赢得了市场及众多消费者的认可，深
受中国消费者喜爱。
在为期三天的SEALY丝涟床垫经销商
大会上，SEALY丝涟床垫亚太区领导人先后
发表致辞。 丝涟全国销售发展总监惠荣女士
在发言中为经销商们详尽地介绍了丝涟
2018年的发展计划以及战略部署。 为了让经
销商更好地了解新产品的性能，SEALY丝涟
床垫还在大会现场贴心地陈列了新品， 供经

销商自主研究和体验。
SEALY丝涟床垫作为百年品牌， 星级
酒店御用床垫，传承百年技艺，始终坚持在
核心技术上采用自身独创的专利技 术 ， 并
不断实现自我创新和技术更新换代为广大
消费者提供更多优质产品， 给消费者带去
更多健康睡眠享受。 同时，SEALY丝涟床垫
又以优质产品和绝佳的口碑为基石， 吸引
更多未来合作者，以此良性循环，保持在市
场上的领跑姿态，引领行业，缔造属于自己
的影响力。

关于睡眠 你需要了解这些
丝涟携手小米打造2017中国睡眠白皮书

近日， 丝涟携手小米联合发布了2017年
“
中国人睡眠白皮书”，对中国人2017年睡眠核
心状态，睡眠质量的影响因素以及如何获得优
质睡眠进行了深度分析。
在性别划分数据中， 女人的睡眠时长
与深度睡眠时间均高于男人， 且做梦时间
也比男人长很多，果然美丽是睡出来的。 而
男人普遍晚睡， 不知是手机太好玩还是床
垫不够软。
根据白皮书数据分析， 入睡时间波动性
较大的人群中，失眠率高达30%；而白天日

广告

共和新路呼兰路为6：00至20：00。
届时，该线沿途可与轨交3号线、1号线衔接，市
民可分别在长江南路站和呼兰路站进行换乘。 此
外，随着线路的开通营运，不仅能为浦西、浦东两区
上班族提供更多的出行选择，还能为居民到复旦大
学附属华山医院宝山分院就医提供出行便利。
此外，4月21日起，公交508路实施绕改道调
整，绕开集卡车数量多、拥堵严重的外环隧道，改
走长江路隧道。 乘坐883路的市民可在港城路站
同站换乘508路，市民到宝山吴淞地区有了更便
利的出行条件。

行万步，运动量适中，作息良好的人群，深睡
比例为最佳。 因此，调整睡眠作息，适当加强
运动， 是解决失眠、 提高睡眠质量的有效方
法。 另外，除了身体内部因素以外，外界环境
对睡眠质量也有很大程度的影响。 15%的人
认为，改善床品质量和卧室环境，是改善睡眠
质量的重要因素。
潜心为中国家庭提供优质睡眠的知名
床垫品牌丝涟，4月2日至4月22日开启全国
联动大促。 两款特供款床垫，不同的满减
“
充
能卡”，还有各种床上用品合力齐发，更有线
上抽奖和现场
体验好礼相送，
惊喜互动享不
停。 从“赢在睡
眠”开始，丝涟
将优质深度睡
眠的理念推向
大众， 品质生
活， 从“芯”开
始。 欢迎各位顾
客门店体验。 详
细促销信息请
至门店或关注
丝涟官方微信
公众号。

“
药物配备”
“
医疗人员医疗技术水平”有较大幅度的
改善。 测评中，72.8%的受访者表示愿意签约，签约
主因是
“
优先就诊的便利性”，其次是医保优惠政策
（社区门诊诊查费减免）、便捷配药、优先就诊等。
据悉，上海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大力推广
“
延
“
基本+补充”的药品使用联动机
伸处方”政策，形成
制。 签约居民通过家庭医生可优先预约全市各市级
医院专家与专科门诊号源， 享受便捷的转诊服务。
同时，上海以大数据支撑社区诊断，开发和应用慢
病高危人群筛查系统，让健康管理实现连续、动态、
个性化，推动社区与市、区、医疗机构、医保部门之间
信息同步，减少重复检查，支持预约转诊等。
“
1+1+1”改革
市卫计委表示，还将进一步提升
签约率，重点提高老年人、慢病患者、失独家庭、儿
童、孕产妇等重点人群签约覆盖；同时探索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费，以此为突破口健全激励机制，提高
家庭医生服务的主动性、针对性与实效性。

到茶乡武义与春与茶来一次亲密接触
春日百花艳，茶香最风华。 近日，
中国有机茶之乡浙江武义县“醉美茶
乡行” 活动在俞源乡九龙山茶园启
动，来自民间的舞龙队、瑜伽表演、茶
园内的山歌对唱等成为整个九龙山
茶园精彩亮点，目光所及之处都是有
机茶的盛宴。
本次
“
醉美茶乡行”活动由武义县
旅委、县农业局、俞源乡政府主办，县旅

游投资集团、 县茶文化研究院承办，骆
驼九龙、更香有机茶、汤记高山茶、合众
生态茶园共同协办。此次活动不仅吹响
了武义县年度旅游节庆活动号角，同时
“
万人品茶大
也是每年4月17日举办的
会”的前奏，以茶为媒，以节会友，吸引
更多的游客到武义观光旅游、 休闲度
假，旨在让更多的人走进茶乡，感受茶
乡文化。

创新沉浸式体验模式
宁夏开启2018全域旅游营销年
“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2018宁夏
全域旅游营销年（华东秀）启动暨同程
宁夏旅游频道上线仪式3月30日在上
海电影博物馆隆重举行。此次活动采用
宁夏旅游发展委员会和同程旅游集团
联合创意倡导的
“
沉浸式旅游”宣传营
销模式，旨在协同发力，做好2018年宁
夏旅游的网络营销工作。 华东地区60
多家实力旅行商、60多家主流媒体、30
多位文化作家以及宁夏各大主要景区、
旅行社、旅游商品企业负责人共计200
多位嘉宾现场共同见证了本次活动的
启动仪式。

2018年宁夏全域旅游省级旅游创
新营销模式，以上海为代表的华东地区
作为重点， 采用线上+线下+体验的沉
浸式旅游营销模式，结合同程旅游的平
台优势、用户优势、大数据优势，着力提
升精准化营销效果，将有望成为全国首
个
“
新全域”模式下的省级旅游目的地
全域营销年活动。 2018年宁夏全域旅
游营销年（华东秀）共有10场活动，本
场活动仅是宁夏全域旅游营销年（华东
秀）的首场，随后陆续将在杭州、济南、
南京、合肥等华东其他城市开展9场相
关活动。

苏州旅游又有新玩法
3月29日，2018
“
人间天堂，自在苏
州” 苏州旅游上海媒体说明会在上海书
香世家酒店举行。 本次媒体说明会以
“
听
见苏州的风景”为主题，苏州市旅游局把
苏州特有的声音进行了归纳， 通过明信
片、H5网页、微信朋友圈推广等多种媒介
进行了展示，以声音与美景融合，向上海
的媒体朋友们展示人文的、 原汁原味的
苏州，带来了通过苏州旅游直通车，一个
园林、一段小巷、一碗面、一程水上游以
及一座水陆城门的“
苏州古城精华游”，

将最具苏州特色的古典园林， 与充满人
文市井烟火气的城市微旅行相结合，让
游客既游玩了经典又体验了生活。
同时，为了更广泛地推介苏州旅游
和
“
苏州十碗面”大赛，一辆满载舌尖美
味——
—苏式汤面的主题房车也来到上
海，开始
“
面礼国境”之旅的第一站，将
行程4万多公里，途经120多个城市，计
划在宁波、霍尔果斯、大连分别举行新
闻发布会或双城活动，让更多游客体验
地道的苏式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