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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纳入药品目录的 17
种药品中，包括12种实体肿瘤
药和 5种血液肿瘤药，均为临
床必需、疗效确切和参保人员
需求迫切的肿瘤治疗药品。
涉及非小细胞肺癌、肾癌、结
直肠癌、黑色素瘤、淋巴瘤等
多个瘤种。

17种谈判药品与平均零
售 价 相 比 ，平 均 降 幅 达

56.7%。大部分进口药品谈判
后的支付标准低于周边国家
或地区市场价格，平均低
36%。

国家医疗保障局局长胡
静林表示，这次纳入医保以
后，会使大量的原本负担不起
的患者，可以用得上新药，可
以改善他们的治疗效果。

国家医疗保障局要求各

统筹地区要采取有效措施保
障谈判药品的供应和使用，因
谈判药品纳入目录等政策原
因导致医疗机构 2018年实际
发生费用超出总额控制指标
的，年底清算时要给予合理补
偿。并在制定 2019年总额控
制指标时，综合考虑谈判药品
合理使用的因素，同时要严格
执行谈判药品限定支付范围，

加强使用管理，对费用高用量
大要进行重点监控和分析，确
保医保基金安全。同时要求
各省（区、市）药品集中采购机
构要在2018年10月底前将谈
判药品按支付标准在省级药
品集中采购平台上公开挂
网。医保经办部门要及时更
新信息系统，确保11月底前开
始执行。

价格低于周边国家或地区谈判结果

据新华社电外交部发言人
陆慷1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从三
方面对美国所谓“重建中国”论
调进行驳斥，敦促美方端正心
态、尊重事实，停止对中国的无
端指责。

有记者问：最近美国领导人
多次声称，过去20多年，美国对
华贸易产生了巨额逆差，送给了
中国大量财富，相当于美国“重
建”了中国。中方有何评论？

陆慷说，美国领导人的说法
把中国的发展成就归功到美国
身上，不仅完全不符合事实，逻
辑上也根本站不住脚。

第一，任何国家的发展从根
本上都是靠自己。中国迄今取

得的巨大发展成就，靠的是中国
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靠的是坚定不移
推进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靠的
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勤劳和智
慧。当然，中国不是关起门来搞
建设，而是敞开大门同各国开展
互利共赢合作。作为近14亿人
口的大国，中国的发展不可能依
靠别人的施舍和恩赐。恐怕也
没有哪个国家有这个实力来“重
建”中国？！

第二，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是
多重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
果。中方在今年9月发布《关于
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
场》白皮书中，已对此作了全面

的阐述，概括地说，美对华贸易
逆差是由中美两国比较优势和
国际分工格局决定的。对此美
国的经济学家早有公论。中国
的对外贸易一贯遵循市场规律，
做的是公平买卖。美国从中国
买的多、向中国卖的少，特别是
在向中国出口高附加值产品方
面自我设限，自然会出现逆差。
美方就此指责中方，既不公平、
也不合理。

第三，中美双边贸易绝非所
谓美国送给中国财富的“单行
道”。长期以来，美国从中美经
贸合作中获得广泛、巨大的经济
利益。根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
会等机构估算，中美贸易平均每

年为每个美国家庭节省 850美
元成本。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
计，2016年美国企业实现在华销
售收入约 6068亿美元，利润超
过 390亿美元。德意志银行今
年6月发布的研究报告认为，美
国实际上在中美双边贸易过程
中获得了比中国更多的商业净
利益。这些数据和分析都说明，
中美经贸合作本质上是互利共
赢的。吃亏做买卖的事没人愿
意干，更别说长达20多年。

陆慷表示，中方敦促美方端
正心态、尊重事实，停止对中国
的无端指责，正确看待中国、中
美经贸关系，多做有利于中美两
国工商界和消费者的事。

外交部发言人驳斥美国“重建中国”论调

敦促美方端正心态尊重事实

滴滴将试行
“黑名单”功能

滴滴出行官方微博10日发布公告
称，即将于10月18日更新的滴滴乘客
端和司机端APP试行“黑名单”功能，
届时乘客和司机可在取消订单、投诉、
评价页面选择将对方加入黑名单，“屏
蔽”后的12个月内平台不再为双方匹
配订单。

滴滴表示，试行期间，加入黑名单
后暂时不可取消。除了在现有评价体
系和安全保障的基础上增加黑名单功
能之外，已有的一键报警、紧急联系人
和未成年人乘车提醒等安全功能也将
继续优化。

为了满足公众安全便捷的出行需
求，滴滴将持续打磨安全产品功能并倡
导文明安全出行，进一步保障司乘双方
的合法权益，也恳请大家在行程中相互
尊重包容、平安文明出行。 中新

新浪微博社区管理官方微博9日
发布《关于调整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
注册和使用微博规则的公告》。公告
称，自2018年11月1日上线的新版本
客户端起，微博暂停对不满14周岁的
未成年人开放注册功能。

公告提到，为进一步营造清朗、健
康、文明、有序的平台环境，切实保护未
成年人网络空间安全，按照有关法律法
规规定，微博将调整未成年人注册和使
用微博产品的规则。

公告表示，自2018年11月1日上
线的新版本客户端起，微博暂停对不满
14周岁的未成年人开放注册功能。同
时，微博正在加紧开发针对未成年人的
特别版本，专门提供适宜未成年人浏览
和参与的内容及活动，确保对未成年人
的保护更加有效。 中新

新浪微博将暂停对
不满14岁者开放注册

广东立法
不得强占他人座位

据新华社电铁路旅客乘车不对号
入座、强占他人座位的行为将有法律

“紧箍咒”。近日，《广东省铁路安全管
理条例》已经立法程序通过，条例明确
规定，旅客应当按照车票载明的座位乘
车，不得强占他人座位。

条例规定，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实行车票实名购买、查验
制度，并公开纸质、电子车票的使用规
则。无有效车票、车票所记载身份信息
与本人真实身份信息不符的，铁路运输
企业有权拒绝其进站乘车。旅客应当
按照车票载明的座位乘车，不得强占他
人座位。

条例还规定，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按
照规定建立健全铁路旅客信用信息管
理制度，对扰乱铁路站车运输秩序且危
及铁路安全、造成严重社会不良影响，
以及严重违反铁路运输企业安全管理
规章制度的失信行为进行记录，并按照
规定推送全国和地方信用信息共享平
台。有关部门和铁路运输企业应当依
法对失信行为实施联合惩戒。

该条例将于今年12月1日起施行。

10日，《2018年胡润百富榜》正式
出炉。根据榜单显示，马云家族以
2700亿元财富再次问鼎中国首富。许
家印今年卫冕首富失败，财富缩水了
400亿，以2500亿元位列第二。而马化
腾13年来首次出现资产缩水，以2400
亿元排第三。 综合

17种抗癌药纳入医保
平均降幅达56.7%

10日，国家医疗保障局印发了关

于将阿扎胞苷等17种抗癌药纳入《国

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

药品目录（2017年版）》乙类范围的通

知。经过了三个多月的谈判，17种抗

癌药纳入医保报销目录。大部分进口

药品谈判后的支付标准低于周边国家

或地区市场价格，将会极大地减轻我国

肿瘤患者的用药负担。

今年 6月，国家医疗保障
局新一轮抗癌药医保准入专项
谈判工作开始启动，44种目录
外独家抗癌药经过专家评审和
投票遴选，并征得企业意愿，最
终17种药品获得谈判成功。

药品支付标准是国家医保
药品准入谈判的核心，也是国

家医保经办机构与药品生产企
业间博弈的核心。如何通过谈
判在医疗保险基金可承受的基
础上，实现医疗保险资源的合
理配置，同时保留企业合理利
润空间，激励其进一步创新投
入，合理的药品支付标准成为
谈判的关键所在。

此次谈判抗癌药，均为治
疗血液肿瘤和实体肿瘤所必需
的临床价值高、创新性高、病人
获益高的药品。这些药大部分
都还处于独家专利保护期限
内，谈判难度非常大。

制药企业看中中国市场，
采用“以价换量”的策略，以降

价换取销量。而国家医保谈判
专家采用“以量换价”的策略，
最大限度将价格降下来，此次
谈判成功的17种药品，最终的
价格全部比周边国家或地区要
低，这样的结果，谈判双方都付
出了巨大的努力。

综合央视、《法制晚报》

大多药处于独家专利保护期谈判难度

日前，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发布《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
（试行）》《互联网医院管理办法
（试行）》《远程医疗服务管理规
范（试行）》3份互联网医疗领域
重磅文件。

文件首次廓清了互联网医
疗的范畴，对涉及诊断、治疗的
互联网医疗服务，按照使用人员
和服务方式，分为远程医疗、互
联网诊疗、互联网医院三类，实

行分类管理，并划清政策“红线”。
国家远程医疗与互联网医

学中心暨中日医院远程医疗中
心主任卢清君全程参与了前述
文件的制定，据其透露，国家医
保局正在制订互联网医疗的物
价指导原则，远程医疗等互联网
医疗服务项目有望纳入医保。

对政策制定者来说，远程
医疗不仅是单纯的医疗服务项
目。借助远程医疗的优势，还

可以解决医疗资源总量不足、
分布不均衡的难题。

卢清君解释说，现在全国
10%或者20%的顶尖医生承担
了80%的诊疗业务，但很多常
见病治疗本不需要他们承担。
借助远程医疗系统，上级医院
可以通过远程教学、远程疑难
病例讨论、远程手术示教直播，
提升下级医院医生水平，让他
们有能力承担更多一般病、常

见病的诊疗业务。二级以下医
院可承担60%~70%诊疗业务，
三甲医院医生可抽出更多时间
治疗疑难杂症。

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
政医管局副局长焦亚辉介绍，
在全国已有 22个省建立了省
级远程医疗平台，覆盖1.3万家
医疗机构、1800多个县，2017
年远程医疗服务总例次超过
6000万。 据《新京报》

卫健委：互联网医疗服务项目有望纳入医保

2018胡润百富榜
马云2700亿登榜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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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纳入药品目录的 17
种药品中，包括12种实体肿瘤
药和 5种血液肿瘤药，均为临
床必需、疗效确切和参保人员
需求迫切的肿瘤治疗药品。
涉及非小细胞肺癌、肾癌、结
直肠癌、黑色素瘤、淋巴瘤等
多个瘤种。

17种谈判药品与平均零
售 价 相 比 ，平 均 降 幅 达

56.7%。大部分进口药品谈判
后的支付标准低于周边国家
或地区市场价格，平均低
36%。

国家医疗保障局局长胡
静林表示，这次纳入医保以
后，会使大量的原本负担不起
的患者，可以用得上新药，可
以改善他们的治疗效果。

国家医疗保障局要求各

统筹地区要采取有效措施保
障谈判药品的供应和使用，因
谈判药品纳入目录等政策原
因导致医疗机构 2018年实际
发生费用超出总额控制指标
的，年底清算时要给予合理补
偿。并在制定 2019年总额控
制指标时，综合考虑谈判药品
合理使用的因素，同时要严格
执行谈判药品限定支付范围，

加强使用管理，对费用高用量
大要进行重点监控和分析，确
保医保基金安全。同时要求
各省（区、市）药品集中采购机
构要在2018年10月底前将谈
判药品按支付标准在省级药
品集中采购平台上公开挂
网。医保经办部门要及时更
新信息系统，确保11月底前开
始执行。

价格低于周边国家或地区谈判结果

据新华社电外交部发言人
陆慷1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从三
方面对美国所谓“重建中国”论
调进行驳斥，敦促美方端正心
态、尊重事实，停止对中国的无
端指责。

有记者问：最近美国领导人
多次声称，过去20多年，美国对
华贸易产生了巨额逆差，送给了
中国大量财富，相当于美国“重
建”了中国。中方有何评论？

陆慷说，美国领导人的说法
把中国的发展成就归功到美国
身上，不仅完全不符合事实，逻
辑上也根本站不住脚。

第一，任何国家的发展从根
本上都是靠自己。中国迄今取

得的巨大发展成就，靠的是中国
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靠的是坚定不移
推进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靠的
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勤劳和智
慧。当然，中国不是关起门来搞
建设，而是敞开大门同各国开展
互利共赢合作。作为近14亿人
口的大国，中国的发展不可能依
靠别人的施舍和恩赐。恐怕也
没有哪个国家有这个实力来“重
建”中国？！

第二，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是
多重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
果。中方在今年9月发布《关于
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
场》白皮书中，已对此作了全面

的阐述，概括地说，美对华贸易
逆差是由中美两国比较优势和
国际分工格局决定的。对此美
国的经济学家早有公论。中国
的对外贸易一贯遵循市场规律，
做的是公平买卖。美国从中国
买的多、向中国卖的少，特别是
在向中国出口高附加值产品方
面自我设限，自然会出现逆差。
美方就此指责中方，既不公平、
也不合理。

第三，中美双边贸易绝非所
谓美国送给中国财富的“单行
道”。长期以来，美国从中美经
贸合作中获得广泛、巨大的经济
利益。根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
会等机构估算，中美贸易平均每

年为每个美国家庭节省 850美
元成本。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
计，2016年美国企业实现在华销
售收入约 6068亿美元，利润超
过 390亿美元。德意志银行今
年6月发布的研究报告认为，美
国实际上在中美双边贸易过程
中获得了比中国更多的商业净
利益。这些数据和分析都说明，
中美经贸合作本质上是互利共
赢的。吃亏做买卖的事没人愿
意干，更别说长达20多年。

陆慷表示，中方敦促美方端
正心态、尊重事实，停止对中国
的无端指责，正确看待中国、中
美经贸关系，多做有利于中美两
国工商界和消费者的事。

外交部发言人驳斥美国“重建中国”论调

敦促美方端正心态尊重事实

滴滴将试行
“黑名单”功能

滴滴出行官方微博10日发布公告
称，即将于10月18日更新的滴滴乘客
端和司机端APP试行“黑名单”功能，
届时乘客和司机可在取消订单、投诉、
评价页面选择将对方加入黑名单，“屏
蔽”后的12个月内平台不再为双方匹
配订单。

滴滴表示，试行期间，加入黑名单
后暂时不可取消。除了在现有评价体
系和安全保障的基础上增加黑名单功
能之外，已有的一键报警、紧急联系人
和未成年人乘车提醒等安全功能也将
继续优化。

为了满足公众安全便捷的出行需
求，滴滴将持续打磨安全产品功能并倡
导文明安全出行，进一步保障司乘双方
的合法权益，也恳请大家在行程中相互
尊重包容、平安文明出行。 中新

新浪微博社区管理官方微博9日
发布《关于调整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
注册和使用微博规则的公告》。公告
称，自2018年11月1日上线的新版本
客户端起，微博暂停对不满14周岁的
未成年人开放注册功能。

公告提到，为进一步营造清朗、健
康、文明、有序的平台环境，切实保护未
成年人网络空间安全，按照有关法律法
规规定，微博将调整未成年人注册和使
用微博产品的规则。

公告表示，自2018年11月1日上
线的新版本客户端起，微博暂停对不满
14周岁的未成年人开放注册功能。同
时，微博正在加紧开发针对未成年人的
特别版本，专门提供适宜未成年人浏览
和参与的内容及活动，确保对未成年人
的保护更加有效。 中新

新浪微博将暂停对
不满14岁者开放注册

广东立法
不得强占他人座位

据新华社电铁路旅客乘车不对号
入座、强占他人座位的行为将有法律

“紧箍咒”。近日，《广东省铁路安全管
理条例》已经立法程序通过，条例明确
规定，旅客应当按照车票载明的座位乘
车，不得强占他人座位。

条例规定，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实行车票实名购买、查验
制度，并公开纸质、电子车票的使用规
则。无有效车票、车票所记载身份信息
与本人真实身份信息不符的，铁路运输
企业有权拒绝其进站乘车。旅客应当
按照车票载明的座位乘车，不得强占他
人座位。

条例还规定，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按
照规定建立健全铁路旅客信用信息管
理制度，对扰乱铁路站车运输秩序且危
及铁路安全、造成严重社会不良影响，
以及严重违反铁路运输企业安全管理
规章制度的失信行为进行记录，并按照
规定推送全国和地方信用信息共享平
台。有关部门和铁路运输企业应当依
法对失信行为实施联合惩戒。

该条例将于今年12月1日起施行。

10日，《2018年胡润百富榜》正式
出炉。根据榜单显示，马云家族以
2700亿元财富再次问鼎中国首富。许
家印今年卫冕首富失败，财富缩水了
400亿，以2500亿元位列第二。而马化
腾13年来首次出现资产缩水，以2400
亿元排第三。 综合

17种抗癌药纳入医保
平均降幅达56.7%

10日，国家医疗保障局印发了关

于将阿扎胞苷等17种抗癌药纳入《国

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

药品目录（2017年版）》乙类范围的通

知。经过了三个多月的谈判，17种抗

癌药纳入医保报销目录。大部分进口

药品谈判后的支付标准低于周边国家

或地区市场价格，将会极大地减轻我国

肿瘤患者的用药负担。

今年 6月，国家医疗保障
局新一轮抗癌药医保准入专项
谈判工作开始启动，44种目录
外独家抗癌药经过专家评审和
投票遴选，并征得企业意愿，最
终17种药品获得谈判成功。

药品支付标准是国家医保
药品准入谈判的核心，也是国

家医保经办机构与药品生产企
业间博弈的核心。如何通过谈
判在医疗保险基金可承受的基
础上，实现医疗保险资源的合
理配置，同时保留企业合理利
润空间，激励其进一步创新投
入，合理的药品支付标准成为
谈判的关键所在。

此次谈判抗癌药，均为治
疗血液肿瘤和实体肿瘤所必需
的临床价值高、创新性高、病人
获益高的药品。这些药大部分
都还处于独家专利保护期限
内，谈判难度非常大。

制药企业看中中国市场，
采用“以价换量”的策略，以降

价换取销量。而国家医保谈判
专家采用“以量换价”的策略，
最大限度将价格降下来，此次
谈判成功的17种药品，最终的
价格全部比周边国家或地区要
低，这样的结果，谈判双方都付
出了巨大的努力。

综合央视、《法制晚报》

大多药处于独家专利保护期谈判难度

日前，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发布《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
（试行）》《互联网医院管理办法
（试行）》《远程医疗服务管理规
范（试行）》3份互联网医疗领域
重磅文件。

文件首次廓清了互联网医
疗的范畴，对涉及诊断、治疗的
互联网医疗服务，按照使用人员
和服务方式，分为远程医疗、互
联网诊疗、互联网医院三类，实

行分类管理，并划清政策“红线”。
国家远程医疗与互联网医

学中心暨中日医院远程医疗中
心主任卢清君全程参与了前述
文件的制定，据其透露，国家医
保局正在制订互联网医疗的物
价指导原则，远程医疗等互联网
医疗服务项目有望纳入医保。

对政策制定者来说，远程
医疗不仅是单纯的医疗服务项
目。借助远程医疗的优势，还

可以解决医疗资源总量不足、
分布不均衡的难题。

卢清君解释说，现在全国
10%或者20%的顶尖医生承担
了80%的诊疗业务，但很多常
见病治疗本不需要他们承担。
借助远程医疗系统，上级医院
可以通过远程教学、远程疑难
病例讨论、远程手术示教直播，
提升下级医院医生水平，让他
们有能力承担更多一般病、常

见病的诊疗业务。二级以下医
院可承担60%~70%诊疗业务，
三甲医院医生可抽出更多时间
治疗疑难杂症。

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
政医管局副局长焦亚辉介绍，
在全国已有 22个省建立了省
级远程医疗平台，覆盖1.3万家
医疗机构、1800多个县，2017
年远程医疗服务总例次超过
6000万。 据《新京报》

卫健委：互联网医疗服务项目有望纳入医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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