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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2 月
11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
2018 年全国两会建议提案办理工作汇
报，推进提升政府施政水平；要求狠抓今
年脱贫攻坚任务落实，为打赢脱贫攻坚
战奠定坚实基础；部署加强癌症早诊早
治和用药保障的措施，决定对罕见病药
品给予增值税优惠；决定支持商业银行
多渠道补充资本金，增强金融服务实体
经济和防风险能力。

会议指出，加强癌症、罕见病等重大
疾病防治，事关亿万群众福祉。一要加快
完善癌症诊疗体系。坚持预防为主，推进
癌症筛查和早诊早治，努力降低死亡率。
强化科技攻关，支持肿瘤诊疗新技术临床
研究和应用。发展“互联网+医疗”，提高
基层医疗机构诊疗能力。二要加快境内
外抗癌新药注册审批，满足患者急需。组
织专家遴选临床急需境外新药，完善进口
政策，促进境外新药在境内同步上市。畅
通临床急需抗癌药的临时进口渠道。落
实抗癌药降价和癌症患者医疗救助等措
施，修订管理办法，加快医保药品目录调
整频率，把更多救命救急的抗癌药等药品
纳入医保，缓解用药难用药贵。三要保障
2000 多万罕见病患者用药。从 3 月 1 日
起，对首批 21 个罕见病药品和 4 个原料
药，参照抗癌药对进口环节减按 3%征收
增值税，国内环节可选择按 3%简易办法
计征增值税。

会议决定，支持商业银行多渠道补充资
本金，进一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在坚
持不搞“大水漫灌”的同时，促进加强对民
营、小微企业等的金融支持。一是对商业银
行，提高永续债发行审批效率，降低优先股、

可转债等准入门槛，允许符合条件的银行同
时发行多种资本补充工具。二是引入基金、
年金等长期投资者参与银行增资扩股，支持
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投资银行资本补充债

券，鼓励外资金融机构参与债券市场交易。
会议强调，资本金得到补充的商业银行要完
善内部机制，提高对民营、小微企业贷款支
持力度。

本报讯（记者文晨）2月 11日，省委书
记胡和平深入西安市调研。他强调，要主
动融入“一带一路”大格局，大力发展枢纽
经济、门户经济、流动经济，加快建设现代
化经济体系，不断提高要素配置质量和经
济发展效益。

胡和平首先来到西安火车站，听取车站
改扩建工程进展汇报，走进车站指挥中心、
售票大厅了解春运保障情况，要求他们合理
调配运力，改善候乘环境，同时加快车站改
造进度，发展多式客运联运，为旅客出行提
供优质高效的服务。在西安铁路集装箱中
心站，胡和平听取西安国际港务区工作和中
心站二线束建设情况介绍，慰问春节期间坚
守在一线的中欧班列长安号工作人员。他

强调，要充分发挥长安号的带动作用，加快
中欧班列集结中心建设，完善门户口岸体
系、全网物流体系，把西安港打造成丝绸之
路经济带重要的铁路枢纽、公路枢纽和综合
服务平台。

在西安咸阳国际机场，胡和平详细了解
机场三期建设、旅客运送、机场运行管理委
员会工作等，并走进西安北至机场城际轨道
项目施工现场，察看工程进展情况，要求他
们加快改造和提升机场基础设施，加密航线
网络，完善功能配套，推动航空与铁路、公路
等运输方式无缝衔接，进一步提升机场的通
达性。在空港新城华瀚物流中心，胡和平听
取空港新城和华瀚物流发展情况介绍，希望
他们抓住西安入选国家物流枢纽布局承载

城市、获批第五航权等机遇，加快发展临空
经济，构建功能协调、衔接顺畅的航空物流
快运网络。

胡和平在调研中强调，发展枢纽经济、
门户经济、流动经济是今年全省的一项重点
工作。要牢牢把握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
遇期，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创新促发展，主
动融入“一带一路”大格局，加快建设内陆改
革开放新高地。要做强枢纽优势，强化门户
功能，提升各类资源聚集辐射能力，推动生
产、流通、分配、消费畅通循环，带动新业态
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创新要素、生产
要素、资源要素在陕西充分涌流。

省委常委、西安市委书记王永康，西安
市政协主席岳华峰一同调研。

本报讯（记者张艳芳）2月11日，西安市
政府印发《西安市电子证照管理暂行办法》，
办法适用于西安各级行政机关、履行公共管
理和服务职能的事业单位(以下统称公共管
理和服务机构)实施电子证照信息采集、制证
签发、归集入库、共享应用、监督管理等相关
活动。

根据办法，按照标准规范生成的电子证
照，与纸质证照具有同等效力，可以作为法
定办事依据和归档材料，按照标准规范生成

的电子证照，在各单位之间共享互认，凡可
以通过共享获得业务办理所需的电子证照，
应当优先使用。业务办理中产生的实体证
照信息，包括证照的制发、年审、年检、挂失、
抵押、暂扣、注销等全过程管理信息，与电子
证照实行同步更新。

用证单位在业务办理过程中不应采用通
过对电子证照进行截图、扫描、拍照、打印或
其他操作方式所形成的证照复制件。电子证
照管理单位应当采用身份认证、存取访问控

制、信息审计跟踪等技术手段，建立电子证照
制证签发、注销、更新、使用等全过程日志记
录。日志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20年。

电子证照管理单位应当将电子证照制
发和应用工作纳入各单位“互联网+政务服
务”年度目标责任考核，加强对电子证照工
作的效能监督。在西安市范围内依法履行
公共管理和服务职责的水务、电力、燃气、公
共交通等公用事业运营单位涉及电子证照
的管理，参照本办法执行。

据新华社电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日前签署命令，发布《中国人民解放
军军事训练监察条例（试行）》（以下
简称《条例》），自 2019 年 3 月 1 日起
施行。

《条例》是我军军事训练监察领域
的第一部法规。《条例》共10章61条，明
确了军事训练监察的职责权限和工作
重点，规范了组织实施军事训练监察的
方式方法和程序步骤，构建了覆盖军事
训练各层次各领域、贯穿军事训练全过
程的军事训练监察组织运行模式。《条
例》依据党纪军规细化了军事训练违规
违纪问题认定标准，确立了有权必有
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的鲜明导
向，督导全军持续推进训练与实战一体
化、持之以恒抓好训练作风建设，为把
备战打仗工作抓得实而又实提供了有
力制度保证。

本报讯（记者石喻涵）2月 11日，
记者从省公安厅了解到，今年春节假
期，我省各级公安机关和广大公安民警
放弃休息，圆满完成了各项安保任务。
2月4日至10日，全省刑事、治安和火灾
警情分别同比下降4.7%、7.8%和32%，
广大群众度过了一个祥和安宁的新春
佳节。

春节期间，全省各级公安机关切
实加大街面巡逻防控力度，全省日均
出动巡逻警力1.9万人次、巡逻车组2
万余组，最大限度地将警力摆上街面、
路面，全面强化旅游景区、车站、商场
等人员密集场所巡逻防控，对春节期
间多发易发案事件问题和重点要害部
位开展集中整治。节日期间，全省共
举办大型活动 158场，省厅有针对性
地加强视频调度力度和实时监测指
导，确保了各项活动安全有序进行，没
有发生安全事故。

全省公安交警部门提前研判春节
交通安全形势，启动交通安全检查站
249个，加大对旅游景点周边、危险路段
沿线的巡逻密度，严查交通违法行为，
加大道路交通疏导力度，全省未发生较
大道路交通事故和长时间、大面积的交
通拥堵。

本报讯（记者王嘉）昨日，来自省
科技厅消息，科技部火炬中心日前通报
了2018年度国家火炬计划软件产业基
地评价结果，西安软件园综合评价排名
全国第四。

近年来，西安软件园充分利用我
省丰富的教育资源和人才优势，重视
创新发展，不断优化产业化环境，软件
产业发展始终保持稳中有升，园区总
体发展均衡。其营业收入、软件收入
和利税总额，在44家参评基地中均位
列前5名；软件收入水平较高，基地科
技创新资源丰富，整体创新能力强且
成长性好。成为西部规模最大，发展
最好的软件园，保持软件产业规模大、
产业发展水平高、创新能力强、成长性
较好的态势，是全国软件产业发展的
重要聚集地之一。

据悉，科技部火炬中心以2017年
44家国家火炬计划软件产业基地的统
计数据和2017年软件基地发展情况为
基础，开展了2018年度国家火炬计划
软件产业基地评价工作。

习近平签署命令发布
解放军军事训练
监察条例（试行）

春节期间全省
社会治安大局平稳

西安软件园
综合评价全国第四

下月起21个罕见病药品减按3%征收增值税

保障2000多万罕见病患者用药

胡和平在西安市调研时强调

大力发展枢纽经济门户经济流动经济
提高要素配置质量和经济发展效益

西安印发电子证照管理暂行办法

电子证照在各单位之间共享互认

11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
加快境外抗癌新药注册审批，满足患者
急需。

我国药品审评审批改革扭转了国
际治疗癌症新药在国内上市要迟滞 5
至8年的局面。2018年，国家药监局批
准的48个新药中，18个是抗肿瘤药，其
中有13个为进口新药。专家表示，这
些“救命药”快速上市，正是得益于药品
审评审批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和优先
审评审批政策的完善和落实。

去年以来，国家药监局加快境外已
上市临床急需新药在境内上市。经申
请人研究认为不存在人种差异的，可提
交境外取得的全部研究资料等直接申
报上市。

会议提出，组织专家遴选临床急需
境外新药，完善进口政策，促进境外新
药在境内同步上市。

专家表示，当前药品审评的价值取
向是以患者为核心。药品审评要以患

者为中心，以临床需求为基础，以疗效
实证证据为标准，满足高质量发展需
求。

以获批的转移性结直肠癌治疗药
物呋喹替尼胶囊为例，这是中国医药产
业创新的成果。作为境内外均未上市
的创新药，呋喹替尼胶囊于2017年9月
获得“优先审评”资格。另外，恒瑞的乳
腺癌治疗新药吡咯替尼、正大天晴的肿
瘤治疗药安罗替尼、前沿生物的抗艾滋
病长效融合酶抑制剂艾博韦泰、石药集
团的国内首仿药白蛋白紫杉醇等，均符
合优先审评资格，获得快速批准上市。

2019年，我国药品审评审批制度
改革还将继续深化，进一步落实癌症治
疗药物研发和上市的激励政策。取消
部分进口药必须在境外上市后才可申
请进口的申报要求，鼓励全球创新药品
国内外同步研发，吸引更多癌症治疗药
物在我国上市。

据新华社

境外抗癌新药审批提速
满足患者急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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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2 月
11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
2018 年全国两会建议提案办理工作汇
报，推进提升政府施政水平；要求狠抓今
年脱贫攻坚任务落实，为打赢脱贫攻坚
战奠定坚实基础；部署加强癌症早诊早
治和用药保障的措施，决定对罕见病药
品给予增值税优惠；决定支持商业银行
多渠道补充资本金，增强金融服务实体
经济和防风险能力。

会议指出，加强癌症、罕见病等重大
疾病防治，事关亿万群众福祉。一要加快
完善癌症诊疗体系。坚持预防为主，推进
癌症筛查和早诊早治，努力降低死亡率。
强化科技攻关，支持肿瘤诊疗新技术临床
研究和应用。发展“互联网+医疗”，提高
基层医疗机构诊疗能力。二要加快境内
外抗癌新药注册审批，满足患者急需。组
织专家遴选临床急需境外新药，完善进口
政策，促进境外新药在境内同步上市。畅
通临床急需抗癌药的临时进口渠道。落
实抗癌药降价和癌症患者医疗救助等措
施，修订管理办法，加快医保药品目录调
整频率，把更多救命救急的抗癌药等药品
纳入医保，缓解用药难用药贵。三要保障
2000 多万罕见病患者用药。从 3 月 1 日
起，对首批 21 个罕见病药品和 4 个原料
药，参照抗癌药对进口环节减按 3%征收
增值税，国内环节可选择按 3%简易办法
计征增值税。

会议决定，支持商业银行多渠道补充资
本金，进一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在坚
持不搞“大水漫灌”的同时，促进加强对民
营、小微企业等的金融支持。一是对商业银
行，提高永续债发行审批效率，降低优先股、

可转债等准入门槛，允许符合条件的银行同
时发行多种资本补充工具。二是引入基金、
年金等长期投资者参与银行增资扩股，支持
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投资银行资本补充债

券，鼓励外资金融机构参与债券市场交易。
会议强调，资本金得到补充的商业银行要完
善内部机制，提高对民营、小微企业贷款支
持力度。

本报讯（记者文晨）2月 11日，省委书
记胡和平深入西安市调研。他强调，要主
动融入“一带一路”大格局，大力发展枢纽
经济、门户经济、流动经济，加快建设现代
化经济体系，不断提高要素配置质量和经
济发展效益。

胡和平首先来到西安火车站，听取车站
改扩建工程进展汇报，走进车站指挥中心、
售票大厅了解春运保障情况，要求他们合理
调配运力，改善候乘环境，同时加快车站改
造进度，发展多式客运联运，为旅客出行提
供优质高效的服务。在西安铁路集装箱中
心站，胡和平听取西安国际港务区工作和中
心站二线束建设情况介绍，慰问春节期间坚
守在一线的中欧班列长安号工作人员。他

强调，要充分发挥长安号的带动作用，加快
中欧班列集结中心建设，完善门户口岸体
系、全网物流体系，把西安港打造成丝绸之
路经济带重要的铁路枢纽、公路枢纽和综合
服务平台。

在西安咸阳国际机场，胡和平详细了解
机场三期建设、旅客运送、机场运行管理委
员会工作等，并走进西安北至机场城际轨道
项目施工现场，察看工程进展情况，要求他
们加快改造和提升机场基础设施，加密航线
网络，完善功能配套，推动航空与铁路、公路
等运输方式无缝衔接，进一步提升机场的通
达性。在空港新城华瀚物流中心，胡和平听
取空港新城和华瀚物流发展情况介绍，希望
他们抓住西安入选国家物流枢纽布局承载

城市、获批第五航权等机遇，加快发展临空
经济，构建功能协调、衔接顺畅的航空物流
快运网络。

胡和平在调研中强调，发展枢纽经济、
门户经济、流动经济是今年全省的一项重点
工作。要牢牢把握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
遇期，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创新促发展，主
动融入“一带一路”大格局，加快建设内陆改
革开放新高地。要做强枢纽优势，强化门户
功能，提升各类资源聚集辐射能力，推动生
产、流通、分配、消费畅通循环，带动新业态
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创新要素、生产
要素、资源要素在陕西充分涌流。

省委常委、西安市委书记王永康，西安
市政协主席岳华峰一同调研。

本报讯（记者张艳芳）2月11日，西安市
政府印发《西安市电子证照管理暂行办法》，
办法适用于西安各级行政机关、履行公共管
理和服务职能的事业单位(以下统称公共管
理和服务机构)实施电子证照信息采集、制证
签发、归集入库、共享应用、监督管理等相关
活动。

根据办法，按照标准规范生成的电子证
照，与纸质证照具有同等效力，可以作为法
定办事依据和归档材料，按照标准规范生成

的电子证照，在各单位之间共享互认，凡可
以通过共享获得业务办理所需的电子证照，
应当优先使用。业务办理中产生的实体证
照信息，包括证照的制发、年审、年检、挂失、
抵押、暂扣、注销等全过程管理信息，与电子
证照实行同步更新。

用证单位在业务办理过程中不应采用通
过对电子证照进行截图、扫描、拍照、打印或
其他操作方式所形成的证照复制件。电子证
照管理单位应当采用身份认证、存取访问控

制、信息审计跟踪等技术手段，建立电子证照
制证签发、注销、更新、使用等全过程日志记
录。日志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20年。

电子证照管理单位应当将电子证照制
发和应用工作纳入各单位“互联网+政务服
务”年度目标责任考核，加强对电子证照工
作的效能监督。在西安市范围内依法履行
公共管理和服务职责的水务、电力、燃气、公
共交通等公用事业运营单位涉及电子证照
的管理，参照本办法执行。

据新华社电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日前签署命令，发布《中国人民解放
军军事训练监察条例（试行）》（以下
简称《条例》），自 2019 年 3 月 1 日起
施行。

《条例》是我军军事训练监察领域
的第一部法规。《条例》共10章61条，明
确了军事训练监察的职责权限和工作
重点，规范了组织实施军事训练监察的
方式方法和程序步骤，构建了覆盖军事
训练各层次各领域、贯穿军事训练全过
程的军事训练监察组织运行模式。《条
例》依据党纪军规细化了军事训练违规
违纪问题认定标准，确立了有权必有
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的鲜明导
向，督导全军持续推进训练与实战一体
化、持之以恒抓好训练作风建设，为把
备战打仗工作抓得实而又实提供了有
力制度保证。

本报讯（记者石喻涵）2月 11日，
记者从省公安厅了解到，今年春节假
期，我省各级公安机关和广大公安民警
放弃休息，圆满完成了各项安保任务。
2月4日至10日，全省刑事、治安和火灾
警情分别同比下降4.7%、7.8%和32%，
广大群众度过了一个祥和安宁的新春
佳节。

春节期间，全省各级公安机关切
实加大街面巡逻防控力度，全省日均
出动巡逻警力1.9万人次、巡逻车组2
万余组，最大限度地将警力摆上街面、
路面，全面强化旅游景区、车站、商场
等人员密集场所巡逻防控，对春节期
间多发易发案事件问题和重点要害部
位开展集中整治。节日期间，全省共
举办大型活动 158场，省厅有针对性
地加强视频调度力度和实时监测指
导，确保了各项活动安全有序进行，没
有发生安全事故。

全省公安交警部门提前研判春节
交通安全形势，启动交通安全检查站
249个，加大对旅游景点周边、危险路段
沿线的巡逻密度，严查交通违法行为，
加大道路交通疏导力度，全省未发生较
大道路交通事故和长时间、大面积的交
通拥堵。

本报讯（记者王嘉）昨日，来自省
科技厅消息，科技部火炬中心日前通报
了2018年度国家火炬计划软件产业基
地评价结果，西安软件园综合评价排名
全国第四。

近年来，西安软件园充分利用我
省丰富的教育资源和人才优势，重视
创新发展，不断优化产业化环境，软件
产业发展始终保持稳中有升，园区总
体发展均衡。其营业收入、软件收入
和利税总额，在44家参评基地中均位
列前5名；软件收入水平较高，基地科
技创新资源丰富，整体创新能力强且
成长性好。成为西部规模最大，发展
最好的软件园，保持软件产业规模大、
产业发展水平高、创新能力强、成长性
较好的态势，是全国软件产业发展的
重要聚集地之一。

据悉，科技部火炬中心以2017年
44家国家火炬计划软件产业基地的统
计数据和2017年软件基地发展情况为
基础，开展了2018年度国家火炬计划
软件产业基地评价工作。

习近平签署命令发布
解放军军事训练
监察条例（试行）

春节期间全省
社会治安大局平稳

西安软件园
综合评价全国第四

下月起21个罕见病药品减按3%征收增值税

保障2000多万罕见病患者用药

胡和平在西安市调研时强调

大力发展枢纽经济门户经济流动经济
提高要素配置质量和经济发展效益

西安印发电子证照管理暂行办法

电子证照在各单位之间共享互认

11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
加快境外抗癌新药注册审批，满足患者
急需。

我国药品审评审批改革扭转了国
际治疗癌症新药在国内上市要迟滞 5
至8年的局面。2018年，国家药监局批
准的48个新药中，18个是抗肿瘤药，其
中有13个为进口新药。专家表示，这
些“救命药”快速上市，正是得益于药品
审评审批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和优先
审评审批政策的完善和落实。

去年以来，国家药监局加快境外已
上市临床急需新药在境内上市。经申
请人研究认为不存在人种差异的，可提
交境外取得的全部研究资料等直接申
报上市。

会议提出，组织专家遴选临床急需
境外新药，完善进口政策，促进境外新
药在境内同步上市。

专家表示，当前药品审评的价值取
向是以患者为核心。药品审评要以患

者为中心，以临床需求为基础，以疗效
实证证据为标准，满足高质量发展需
求。

以获批的转移性结直肠癌治疗药
物呋喹替尼胶囊为例，这是中国医药产
业创新的成果。作为境内外均未上市
的创新药，呋喹替尼胶囊于2017年9月
获得“优先审评”资格。另外，恒瑞的乳
腺癌治疗新药吡咯替尼、正大天晴的肿
瘤治疗药安罗替尼、前沿生物的抗艾滋
病长效融合酶抑制剂艾博韦泰、石药集
团的国内首仿药白蛋白紫杉醇等，均符
合优先审评资格，获得快速批准上市。

2019年，我国药品审评审批制度
改革还将继续深化，进一步落实癌症治
疗药物研发和上市的激励政策。取消
部分进口药必须在境外上市后才可申
请进口的申报要求，鼓励全球创新药品
国内外同步研发，吸引更多癌症治疗药
物在我国上市。

据新华社

境外抗癌新药审批提速
满足患者急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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