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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携号转网来了
遇到这些情况可投诉！

11 月 10 日起， 三大运营商携
号转网服务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
11 月 11 日，《携号转网服务管理规
定》正式发布，并将从 2019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携号转网如何办理，又
会遇到哪些风险?快来了解一下吧！

什么是携号转网？
携号转网服务， 是指在同一本
地网范围内，手机用户（不含物联网
用户） 变更签约的基础电信业务经
营者而用户号码保持不变的一项服
务。
目前我国携号转网服务只针对
移动电话（含移动 / 联通 / 电信）号
码用户，卫星、移动通信转售、物联
网 应 用 号 码 （例 如 网 号 为 1349、
174、170、171、162、165、167 等）暂不
支持携号转网服务。

用户如何办理携号转网？
据了解，从 11 月 10 日开始，三
大运营商携号转网服务正式进入试
运行阶段。工信部负责人此前透露，
天津、江西、海南、湖北、云南五个省
市已经于 9 月 19 日正式提供携号
转网服务。
那么， 具体该如何办理携号转
网呢?
1、 确认携入资格。 编辑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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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10086 （移 动）/10001 （电 信）
/10010（联通），查询是否具备携入
资格，并获取授权码。
2、提交携入申请。 确认具备资
格后，填写号码信息选择心仪套餐，
提交入网申请。
3、激活号卡。拿着
“
授权码”，携
带本人有效身份证， 前往需要转入
的运营商网点办理新卡。 有些运营
商会有工作人员上门配送新 SIM
卡，并协助完成激活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暂行办法显示，
因技术与设备等差异， 携号转网用
户可能需要更换终端。另外，用户启
用新卡的时间点及网络切换期间可
能会短时间影响正常通信。
不过别担心，《规定》明确，电信
业务经营者应当将携号转入用户视
同为本网新入网用户， 严格落实电
话用户实名登记有关规定， 并确保
携号转入用户在同等条件下享有同
等权利。

办理携号转网有哪些风险？
规定要求： 电信业务经营者应
当通过适当方式明确告知用户办理
携号转网服务可能面临的风险和损
失，并获得用户确认。而具体有哪些
风险呢?
首先是短信验证码问题。 目前
很多互联网服务登录或银行卡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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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号转网服务管理规定》同时
明确电信业务经营者在提供携号转
网服务过程中，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无正当理由拒绝、阻止、拖
延向用户提供携号转网服务；
（二）用户提出携号转网申请后，
干扰用户自由选择；
（三）擅自扩大在网期限协议范
围， 将无在网期限限制的协议有效
期和营销活动期默认为在网约定期
限，限制用户携号转网；
（四）采取拦截、限制等技术手段
影响携号转网用户的通信服务质量；
（五）在携号转网服务以及相关
资费方案的宣传中进行比较宣传，
提及其他电信业务经营者名称 （包
括简称、标识）和资费方案名称等；
编造、 传播携号转网虚假信息或者
误导性信息，隐瞒或淡化限制条件、
夸大优惠事项或携号转网影响、欺
骗误导用户， 诋毁其他电信业务经
营者；
（六）为携号转网用户设置专项
资费方案和营销方案；
（七）利用恶意代客办理携号转
网、 恶意代客申诉等各种方式，妨
碍、 破坏其他电信业务经营者携号
转网服务正常运行；
（八）用户退网后继续占用该携
入号码；
（九）其他违规行为。 （央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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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医疗保障局相关人士介绍，“两
病患者” 的认定标准以医学诊断标准
为依据。“两病”认定机构原则上应为
二级及以上定点医疗机构， 有条件的
地区可以放宽至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 由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具有副主任医师及以上职
称的相关专业在职临床医生认定，各
市（州）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明确“两病”
认定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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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这些行为，可以投诉！

“两病患者”如何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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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都需要手机验证码。 曾成功携号
转网的用户称被“提醒”，转网后可
能影响部分业务使用及短信接收，
如微信、QQ、单位、学校、淘宝、网
站等验证码及短信通知。
还有携号转网成功的用户，收
到提醒短信： 转网后可能影响部分
业务使用，如第三方代缴话费，包括
银行、微信、支付宝缴费等。
对此，《规定》明确，电信业务经
营者应相互配合， 确保用户携号转
网服务正常办理和携号转网后的通
信服务质量。

近日， 记者从省医疗保障局了解
到，从 11 月 1 日起，四川省参加城乡
居民医疗保险（以下简称“居民医保”）
并采取药物治疗的高血压和糖尿病患
者（以下简称“两病患者”），在二级及
以下定点基层医疗机构门诊发生的降
血压、降血糖的政策范围内药品费用，
医保统筹基金支付比例不低于 50%，
原则上不设起付线。
为进一步减轻城乡居民高血压、
糖尿病患者医疗费用负担， 根据国家
医保局相关文件精神，省医疗保障局、
省财政厅、省卫健委、省药监局等四部
门近日联合发文， 进一步完善我省城
乡居民高血压糖尿病门诊用药保障机
制，将参加居民医保的“两病患者”门
诊用药纳入医保报销。

入
医
保
报
销

“两病患者”哪些门诊用药可以报销呢？
上述人士介绍说，“两病” 患者门诊用药适用药
品范围为：最新版《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
生育保险药品目录》内直接用于降血压、降血糖的治
疗性药物，优先选用目录甲类药品、国家基本药物、
通过一致性评价的品种、集中招标采购中选药品。

能报多少？
省医疗保障局要求各市(州)在摸清
“
两病”门诊用
药人数、数量和金额的基础上，根据当地基金运行情
况合理设定报销比例和最高支付限度， 在 11 月出台
本地实施细则并开始实施，确保群众年内享受待遇。
原则上，
“
两病”门诊用药保障不设起付线。“
两病
患者” 在二级以下定点基层医疗机构门诊发生降血
压、降血糖的政策范围内药品费用，统筹基金支付比
例不低于 50%。 高血压最高支付限额不低于 200 元 /
人 / 年， 糖尿病最高支限额不低于 300 元 / 人 / 年，
同时患高血压和糖尿病的最高支付限额合并计算。
值得注意的是，为避免重复报销，省医保局等四
部门明确要求，对于已经纳入门诊特殊疾病（门诊慢
性病）保障范围的“两病患者”，继续执行原有政策。
对于病情相对稳定的“两病患者”，门诊用药可以执
行三个月长处方制度，保障患者用药需求，但是要避
（川报）
免重复开药，防止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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