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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智能手机，扫不了健康码，怎么进医院？ ”“化验单自助打印机

怎么操作啊？ 我年纪大了眼睛不好，看不清字。 ”随着信息技术快速发展，

智能化服务在深刻改变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同时， 也使部分老年人感到无

所适从。尤其在看病就医这件“刚需”事上，面对医院各种自助电子机器及

日益增加的智慧元素，“全程有专门人员陪诊” 成为许多独自就医的老年

人共同的心声。

得了乳腺癌可以申领残疾人证吗？

我 市 有 无 计 划 新 建 立 交 桥 ？

如何填报个税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

青年就业见习岗位补贴标准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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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刘先生：我想要申报赡养老人专项附加

扣除，请问该如何填报？

上饶市税务局：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共

有六项， 分别是子女教育、 继续教育、 大病医

疗、 住房贷款利息、 住房租金和赡养老人。 其

中， 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的扣除主体包括 ：

一是负有赡养义务的所有子女。 二是祖父母、

外祖父母的子女均已经去世， 负有赡养义务的

孙子女、 外孙子女。 纳税人赡养年满

60

岁父母

以及子女均已去世的年满

60

岁祖父母、 外祖父

母的， 可以享受扣除政策。 享受赡养老人扣除，

只需填报相关信息， 无需报送资料。 填报的信

息包括： 是否为独生子女、 月扣除金额、 被赡

养人姓名及身份证件类型和号码、 与纳税人关

系； 此外， 有共同赡养人的， 还要填报分摊方

式、 共同赡养人姓名及身份证件类型和号码等

信息。 如符合相关条件， 可打开“ 个人所得税”

APP

， 点击“ 专项附加扣除填报”， 先选择扣除

年度， 再选择“ 赡养老人” 项目， 然后按步骤

进行操作即可。

（ 记者 郑欢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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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李女士：我是信州区人。 我妻子得了乳

腺癌，请问可以申领残疾人证吗？

信州区残联： 不一定。 如乳腺癌术后因神

经、 血管、 肌肉等组织损伤， 经康复治疗一年

后， 仍遗留上肢肢体功能障碍， 可参照肢体残

疾评定标准进行评定。 申请残疾评定必须携带

一年以上的病历。

（ 记者 郑欢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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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蒋先生：我儿子大学毕业一年多，听说

国家有就业见习岗位补贴政策，我想知道补贴标

准是多少？

上饶市人社局：就业见习是指组织离校

2

年

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国家级贫困县和老工业

基地离校

2

年内未就业的中职毕业生以及

16

—

24

岁登记失业青年，进入政府认定的见习基地，

享受政府补贴，在具体工作岗位上，进行一定期

限的全日制就业培训，积累工作经验，促进就业

的制度。 根据相关政策规定，

24

岁以上的离校

2

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国家级贫困县和老工业

基地离校

2

年内未就业中职毕业生，就业见习岗

位补贴标准为见习单位所在县

(

市、区

)

最低工资

标准的

70％

；

16

—

24

岁登记失业青年见习岗位

补贴标准为见习单位所在县

(

市、区

)

最低工资标

准的

80％

； 对见习人员见习期满留用率到达

50％

以上的单位，与见习留用人员签订

6

个月以

上劳动合同且工作满

6

个月的，见习留用人员补

贴标准提高到最低工资标准的

100％

。 另外，就

业见习基地

(

单位

)

支付见习人员见习期间基本

生活费、见习综合保险费

(

即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

。

（ 记者 郑欢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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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叶先生：我想咨询一下，我市近期有无

规划新建设立交桥或人行天桥呢？

上饶市自然资源局：根据上饶市政府下达的

《

2021

年中心城区重大城建项目计划》 ， 近期我

市将实施吴楚大道与新

G320

国道立交桥、 稼

轩大道与新

320

国道立交桥两个立交桥项目 ，

其中吴楚大道与新

G320

国道立交桥计划

2021

年开工、

2022

年完工， 稼轩大道与新

320

国道

立交桥计划

2022

年开工、

2023

年完工。 另外，

为缓解交通拥堵， 减少人车冲突， 增强行人过

街的安全性， 我局委托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

计研究中心编制 《 上饶市核心城区近期交通改

善规划》 ， 对老城区的道路、 公交、 慢行、 停车

及交通管理等提出了一系列的改善措施， 并在

赣东北大道

/

解放路路口以及赣东北大道

-

信江

东路路口规划设置人行天桥。 人行天桥建设项

目将根据市政府城市建设重点工程计划安排予

以实施。

（ 记者 郑欢 整理）

老人独自出门就医常犯难

你一个人出门看病方便吗？近日，记

者就此采访了饶城多位

65

岁以上的老

年人，其中不少人坦言：子女不在身边，

常一个人就医，但是玩不转智能手机，不

知如何预约挂号；到了医院，面对自助机

上的操作要求，又看不清、用不来；此外，

星罗棋布的就诊科室让人“ 晕头转向”。

久而久之，都害怕独自去医院。

“ 我老伴十多年前去世了，儿子现在

也有自己的家庭，工作生活都很忙。只要

我能动，就不想麻烦孩子。”今年

76

岁的

苏荷花家住饶城解放路， 她告诉记者：

“ 之前我胃不舒服， 自己去了趟医院，因

为不会用手机提前挂号， 也不会操作自

助挂号机， 所以只能在窗口通过人工挂

号， 结果排了几十分钟队， 也没排到自

己。后来胃又疼起来，只好先坐到边上休

息一下。”苏荷花回忆说，之后，她重新排

队挂号，并与消化内科医生进行了面诊，

医生让她分别去做个

B

超和幽门螺杆

菌的检查，没想到，两个检查科室并不在

同一栋楼，“ 在医院走来走去找科室，人

都快转晕了。说实话，我现在都怕一个人

去医院，还是得有人陪。 ”

采访中， 不少老人与苏荷花有着同

样的感受，到医院挂号难，不会操作就医

自助设备、 奔波不同就诊科室感到吃力

等是他们普遍反映的就医难点。

“ 我们现在年纪大了，记忆力、学习能

力、视力等各方面都不太行，想要一下子学

会操作所有智能设备不太现实。 ”家住饶

城天骄家园小区的李萍说，她今年

67

岁，

几年前学会了网购，疫情期间，她还从网上

订购了很多蔬菜。 但是，就医自助设备她

还没学会。 她说，自助设备上的步骤很多，

有时点错一下，就不知道接下来应该怎么

办了，越着急越操作不来。“ 我也知道智能

化是趋势，但年纪大了没办法，一个人去看

病只能走传统就医通道。 ”李萍说。

期盼陪诊服务覆盖面更广

“ 到医院看病，挂号、检查、化验、排队，

一套流程走下来，老年人很难应付。 尤其

当子女不在身边，腿脚不便的老人单独就

医时， 有人陪诊就成为了一种现实需求。

面对这种需求，去年我们成立了志愿者服

务队，对前来就诊的老年人提供一对一陪

诊服务，希望能让他们看病没那么难。 ”江

西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第一附属医院客服

部护士李丹介绍，到医院就诊的老年人群

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没有人陪同的，“ 我们

愿意成为他们的小帮手。 ”

李丹说，从老人进院开始，志愿者便

会上前询问其就诊需求， 然后帮其代挂

号、陪同就诊、代取药等，陪诊期间记住

医嘱和复查时间， 为老人标注好每天的

用药量，提醒老人按时用药。 采访中，记

者碰到了刚就诊完的廖先生。 廖先生今

年

83

岁， 是一名慢性支气管炎患者，几

乎每个月都要到该院看病、开药。“ 以前

都是我女儿请假陪着我来医院， 很不方

便。后来医院有了一对一陪诊服务，都是

我自己来，志愿者会全程陪同，让人很舒

心。 ”廖先生说，这样的服务，真的很好。

“ 小姑娘，我孙女帮我在网上挂好号

了，请问我要怎么签到？ ”随后，记者在上

饶市立医院看到， 一位腿脚不便的老奶

奶， 走到该院门诊大厅的志愿者服务台。

“ 奶奶您别着急，我来帮您。 ”志愿者小李

接过老人的手机，查看完相关预约挂号信

息后，带着她去心内老年科诊室，并全程

陪同其签到、诊查、缴费、取药，直至把她

送出医院。“ 起初还担心一个人来会很麻

烦，没想到这么顺利，谢谢你！ ”老人笑着

说道。 据悉，该院像小李这样为独自就医

的老年人提供陪伴就诊服务的志愿者共

有上百名。“ 部分独居老人生病不愿意给

子女说，怕影响子女工作、怕给子女添麻

烦，自己来医院。 所以我们想到了这个办

法，帮助老年人独自就医更轻松、方便。 ”

上饶市立医院护理部主任邵丽婷表示。

采访中，记者发现，老人对一对一陪

诊服务的需求较大， 不少老人甚至表示，

陪诊解决了他们独自就医的大难题。 然而

记者在走访过程中了解到，饶城提供此项

服务的医院寥寥无几。 一家医院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就医人数多，志愿者人数不足，

是他们未能配备一对一陪伴就诊服务的

主要原因。“ 期盼陪诊服务覆盖面更广”成

为许多独自就医的老年人共同的心声。

帮助老人就医需多方合力

“ 我们辖区有不少老人， 尤其是孤

寡、空巢老人，如何帮助他们独自就医更

便利，我认为需要多方共同努力。 ”信州

区北门街道长塘社区党支部书记缪黎

说，目前，他们与市第三人民医院、北门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九如城居家养老中

心等机构进行了合作，“ 如有老人需要独

自出门就医， 我们会及时与居家养老中

心等联系， 对方会派专门的医务社工陪

同其到医院。挂号、候诊、付款、拿药这些

事都不用老人操心。 ”缪黎表示，下一步

他们计划加大医务社工队伍的建设，以

便更好地满足老人独自看病的需求。

“ 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助老就

医的需求越来越大， 如何帮助老年群体

独自就医更轻松、有效率，是摆在全社会

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 需要多方共同努

力。”采访中，不少市民如此表示。市民张

先生说：“ 我认为， 仅靠医院很难满足老

年患者的就医需求， 社会也可发挥巨大

作用。比如，社区、基层医疗机构、专业院

校等各方力量都应积极形成合力， 让越

来越多懂医学常识的人才志愿加入到一

对一陪诊服务中来， 为老人独自就医扫

清障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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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事

10

分钟，停车半小时。滨江西路原

信州公安分局附近找个车位太难了， 着急的

时候，真耽误事。 ”近日，不少市民致电本报

新闻热线表示，当前，饶城滨江西路道路两侧

施划的停车泊位已无法满足广大车主的需

求，缓解停车难成为大家的急切期盼。

“ 为缓解停车需求量大，停车泊位不足的

矛盾，方便市民生活出行，我们已经在建立体

停车场了。”上饶国控投资集团原信州公安分

局立体停车场项目现场负责人蒋利耀告诉记

者，该立体停车场项目总用地面积为

1037

平

方米，位于滨江西路原信州公安分局。“ 这个

立体停车场是钢铁架构，拟建两组

13/14

层，

可以容纳约

180

辆轿车。 它采用全新的立体

停车智能系统，原理类似电梯，每个车位均有

载车板，所需存取车辆的载车板通过升降、横

移运动到达地面层。市民使用时，只需将机动

车驶入指定区域， 传送带自动将车辆传送至

停车区；当车主取车时，通过刷卡发送指令车

辆便能自动传送至地面。同时，存取车时间最

少只需花费

45

秒，最多

180

秒，方便快捷。 ”

蒋利耀介绍，截至目前，立体停车库地基与消

防水箱施工已完成。 车库东边主体结构及西

边第一节立柱横梁已吊装完毕。接下来，将进

行安装电机、吊装西库主体钢梁、防火墙幕墙

安装等事项。

9

月

28

日上午，记者来到该立体停车场

项目现场看到，工人正在紧张施工中。“ 该立

体停车场建成后，对于周边车位紧张、停车难

的窘境将得到极大的缓解。 ”采访中，蒋利耀

表示，该项目预计

12

月中旬竣工，

2022

年元

旦前试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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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饶人网上买药能用医保支付了。 近日，记

者从市医保局获悉，针对行动不便人群购药难等

问题， 我市聚焦政府数字化转型，“ 医保线上购

药”试点项目正式上线，我市参保人员可享受“ 网

上下单买药、医保线上支付、即时配送到家”的便

捷购药服务。

“ 以前， 参保人前往定点药店购药， 必须持

卡才能进行刷卡结算。 如今， 可以通过赣服通、

支付宝和饿了么搜索‘ 医保买药’， 选择有‘ 医

保支付’ 标识的品种或药店下单

OTC

药品， 在

线使用医保个人账户支付， 由饿了么提供即配

服务， 最快

30

分钟送达。 首次使用的用户， 需

跳转支付宝端通过人脸识别验证方式激活‘ 医

保电子凭证 ’， 并绑定实名认证账号 。

整体购药环节全程在手机端操作， 不用

跑药店也能享受到医保结算服务。” 据

市医疗保障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目前首

批线上试点定点零售药店有黄庆仁、 昌

盛、 康佰家三个连锁品牌， 共计

89

家

门店， 覆盖全市各县区 （ 德兴、 婺源除外） ， 未

来将持续在我市各县区增加布点， 提升群众购

药便捷指数。

同时， 该负责人表示， 为了确保参保人医

保账户和用药安全， 在“ 医保线上购药” 流程

中， 增设了三道“ 安全关卡”。 首先， 药品上架

时平台会严格审批药品类目； 其次， 药房配备

执业药师会对每笔订单复审， 小票上还会标注

药品批号及有效期； 另外， 当参保人员完成订

单支付后， 药品将被密封在包装袋中， 由饿了

么配送到家。 “ 整个购药过程不到

3

分钟， 半

个小时就派送到家了” 采访中， 对于“ 医保线

上购药”， 市民吕娴雅直呼很方便。

立体停车场效果图

市民通过医保线上购买药品

陪诊护士提醒老人按时用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