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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保药品目录调整 优先调入抗癌药等
新华社北京3月14日电 国家
医保局13日发布《2019年国家医
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征求意
见稿）》，将根据基金支付能力适当
扩大目录范围，优化药品结构，进
一步提升基本医保药品保障水平，
缓解用药难用药贵问题。
本次调整以国家药监局批准
上市的药品信息为基础，由专家
按程序科学规范评审确定，并广
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建议。目录调

整将充分发挥西药和中医药各自
优势，统筹考虑西药和中成药数
量结构和增幅。
根据征求意见稿，调入的西
药和中成药应当是 2018年 12月
31日（含）以前经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局注册上市的药品。优先考虑
国家基本药物、癌症及罕见病等
重大疾病治疗用药、慢性病用药、
儿童用药、急救抢救用药等。
根据药品治疗领域、药理作

国际视窗

用、功能主治等进行分类，组织专
家按类别评审。对同类药品按照
药物经济学原则进行比较，优先
选择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临床必
需、安全有效、价格合理的品种。
调入分为常规准入和谈判准
入两种方式，在满足有效性、安全
性等前提下，价格（费用）与药品
目录内现有品种相当或较低的，
可以通过常规方式纳入目录，价
格较高或对医保基金影响较大的

国议会下院13日投票决定，反对
英国在任何情况下“无协议脱欧”。
英国议会下院当日经过辩论，
以312票支持、308票反对的投票
结果通过一项关于“反对英国在任
何情况下‘无协议脱欧’”的修正
案。该修正案并无法律约束力。
随后，议会下院再次投票，
以321票支持、278票反对的结果
通过一份有法律约束力的政府
动议，正式明确议会反对英国
“无协议脱欧”。

美国将于 8 月试射
受限制的巡航导弹
新华社华盛顿 3月 13日电

据美国媒体13日报道，五角大楼
一名匿名高级官员当天表示，美
国计划于今年8月试射受《中导
条约》限制的陆基巡航导弹。
该官员表示，试射的巡航导
弹射程在1000公里左右，若试射
成功，该型导弹可以在一年半左
右的时间内完成部署。这名官
员还说，美国有计划在今年11月
试射一枚中程弹道导弹，并指出
将要试射的两种类型导弹均使
用常规弹头而非核弹头。

尼日利亚楼房坍塌
死亡人数升至 14 人
据新华社拉各斯 3月 14日
电 据当地医院消息人士 14日

说，在13日发生的尼日利亚拉各
斯楼房坍塌事故中，至少已有14
人死亡，其中包括12名学生。现
场救援人员表示，目前还有数十
人被困在废墟下，其中包括至少
20名学生。
尼日利亚经济中心拉各斯
一栋三层楼房 13日发生坍塌。
该楼房中有一所小学，据称这所
小学有170多名注册学生。楼房
中还有一些住宅公寓和商户。
据悉，发生坍塌的楼房用途是住
宅，里面的学校是非法运营。该
楼房早在政府拆迁计划内，但房
主一直拒绝拆迁。目前尚无法
确定楼房坍塌原因。

对美国侵犯人权的状况进行揭露
新华社北京3月14日电 国务
院新闻办公室14日发表《2018年
美国的人权纪录》《2018年美国侵
犯人权事记》，对美国侵犯人权的
状况进行揭露。
人权纪录分为导言、公民权利
屡遭践踏、金钱政治大行其道、贫富
分化日益严重、种族歧视变本加厉、
儿童安全令人担忧、性别歧视触目
惊心、移民悲剧不断上演、单边主义
不得人心，全文约1.2万字。美国侵
犯人权事记全文1万余字。
人权纪录说，当地时间3月13
日，美国国务院发布《2018年国别

人权报告》，继续对世界上190多
个国家的人权状况指手画脚、抹黑
污蔑，而对自身存在的严重人权问
题却置若罔闻、视而不见。如果人
们对2018年美国的人权状况稍加
检视便不难发现，自诩为“人权卫
士”的美国政府，其人权纪录依然
是劣迹斑斑、乏善可陈，其奉行的
人权双重标准昭然若揭。
人权纪录指出，2018年美国
共发生涉枪案件 57103件，导致
14717人死亡、28172人受伤，其中
未成年人死伤3502人。2018年美
国发生94起校园枪击案，共有163

人伤亡，是有记录以来校园枪击案
数量最多、伤亡最重的一年。
根据人权纪录，美国沦为贫富
分化最严重的西方国家。美国1%
的最富有人群拥有全国38.6%的
财富，而普通民众的财富总量和收
入水平持续下降。近半美国家庭
生活拮据，1850万人生活在极端
贫困中。非洲裔的贫困率是白人
的2.5倍，失业率长期维持在白人
的2倍左右。
人权纪录指出，美国移民政策
致使骨肉分离。美国政府2018年
4月开始实施“零容忍”政策，导致

至少2000名移民儿童被迫与家人
分离。边境执法人员虐待、性侵未
成年移民案件数量惊人增长。
人权纪录称，美国网络监控司
空见惯。美国政府的“棱镜”项目
24小时运行，未经授权恣意对公
民的电子邮件、脸谱网消息、谷歌
聊天、Skype网络通话等进行监听
监控。
人权纪录强调，美国悍然退出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大西洋月刊》
网站的报道文章分析认为，美国此
举最阴险的意图是为了防止自身
受到侵犯人权的指控。

国家统计局发布 1 至 2 月份
国民经济运行主要数据
新华社北京3月14日电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

言人毛盛勇14日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说，2月份我
国消费者信心指数比1月份提高，制造业采购经
理指数（PMI）中的新订单指数也比1月份回升，
反映国内需求有所改善。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市场预期总体
向好。反映消费预期的消费者信心指数，2月份达
到126，环比上升2.3个点。制造业PMI中的新订
单指数回升到50.6%，比1月份上升1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14日还发布了今年1至2月份国
民经济运行主要数据。
从生产来看，1至2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
数同比增长7.3%，增速与上年12月份持平；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5.3%，剔除春节因素增长
6.1%。
从需求来看，1至2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
同比增长6.1%，增速比上年全年加快0.2个百分
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8.2%，增速与
上年12月份持平。
统计还显示，1至2月份，全国城镇新增就业
174万人。2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3%，
低于5.5%左右的预期目标。

28 个国内城市开启
过期药品线上回收服务
新华社杭州3月14日电 用手机App扫描药

盒、留下取件地址“一键召唤”快递员、回收至专
业处理单位——至此一盒过期药品就完成了它
“旅程”。
成贵高铁鸭池河特大桥建设 的全部
3月13日至3月31日，北京、上海、广州、深
进入冲刺阶段 圳、杭州、济南28个重点城市的“家庭过期药品回
收联盟”活动开启。由阿里健康与广药集团联合
发起开通的线上回收路径，只需简单三步：首先，
这是3月14日拍摄的
通过手机淘宝、支付宝App扫描药盒上以数字
鸭池河特大桥（无人机拍
“8
”开头的20位追溯码，在跳转出的详情页上找
摄）。目前，成贵高铁控制性工
到
“过期药回收”
入口；其次，进行家庭地址、联系
程鸭池河特大桥建设已进入最
方式等资料填写，
一键召唤菜鸟联盟快递员；最
后冲刺阶段，大桥主体工程完
后，
快递员免费上门取走过期药，
完成回收全流
工，钢轨铺设已经完成。预
程后，
用户还可领取鼓励优惠券。
计该桥将于年内竣
工。 （新华）
（上接一版）目前，占地面积50亩的长发其祥水
产冷冻加工项目已经开工，该项目位于海洋食品园
区，占地面积50亩，一期设计5万吨冷库1座、500吨
速冻库2间及办公楼等配套设施等，二期为2000平
方米的精加工车间，产品出口东南亚，建成后预计
年创汇3000万美元。
除此之外，目前祥芝镇已经签约的项目涉及仓
储物流、智能制造等领域。其中，闽狮中安供应链项
目，项目用地204亩，建设仓储物流仓库，建成后将提
供机械设备、工业仓储技术服务及综合金融工业产
业配套服务，现已进场进行勘探等前期工作，该项目
运营达产后，预计每年可贡献税收2000万元；石狮市
智能手机3D盖板项目，盘活存量资产，利用闲置厂房
建设十条全制程3D盖板生产线和三条汽车中控屏
生产线，年产3D盖板1000万片，汽车中控屏10万支，
预计年产值达10亿元，项目近期将进场施工。
“全镇上下都把各方面工作落实到‘五个一批’
上，
把‘五个一批’贯穿到工作中，以最大诚意、最好
美国暂时停飞波音 737 MAX 型号飞机
环境、最优服务做好项目保障。”正是依靠这种务实
祥芝镇开足马力推进“五个一批”项目进
新华社华盛顿 3月 13日电 MAX型号飞机的声明。
联邦航空局等航空监管机构协商 多国航空公司纷纷对波音 737 的精神，
度，
力争第一季度实现
“开门红”，从而为完成“实业
美国联邦航空局 13日要求美国
根据这一声明，联邦航空局的 后，为谨慎起见，公司决定建议联 MAX系列飞机采取停飞等限制性 项目赶超年”各项工作任务打下良好基础，
助推渔
各航空公司运营的所有波音737 这一决定基于最新收集的证据以 邦航空局暂停所有737MAX型飞 措施。
港风情特色小镇建设。
MAX型号飞机暂时停飞，并暂时 及当天上午获得的“经过最新处理 机的运行。
美国联邦航空局代理局长丹
（记者 邱育钦 通讯员 洪育群）
禁止该型号系列飞机在美国领土 的卫星数据”。在对埃塞俄比亚航
3月10日，埃塞俄比亚航空公 尼尔 埃尔韦尔12日表示，该机构
上运行。
空公司空难进行进一步调查期间， 司一架波音737MAX8型客机发 的评估没有显示出涉事型号系列
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说，他 该禁飞令将维持有效。
生坠机事故，这是继去年10月印 客机有系统性性能问题，因此没有
将下令美国停飞波音737MAX8
美国波音公司同一天发表声 度尼西亚狮子航空公司空难事故 理由停飞该型号系列飞机。这引
和737MAX9型飞机。美国联邦 明说，该公司仍对737MAX型飞 之后，该型号飞机发生的第二起空 起美国客机乘客消费者权益保护
宝盖镇塘后村农贸综合市场因市场升级建设需
航空局随后发表了暂时停飞737 机的安全性有“充分信心”，但在与 难。随后，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等 组织等方面不满。
要，根据上级会议精神，要求在塘后村农贸市场南侧至
塘后村民厝后范围内的坟墓应于2019年4月15日前全
部搬迁。在此范围内搬迁坟墓的，请到塘后村委会二
楼办公室进行登记。特此通告
石狮市宝盖镇塘后村民委员会
2019年3月15日

迁墓通告

分类广告
诚聘

资深童装打版师
15259522588
假日国旅
文员、计调、导游员、丰田、
全 国 百 强 旅 行 社 中巴司机（B1证、上岗证、
本地户籍）、A1证大客车驾驶
九华山大愿文化园动车三日 员18959932923
游 天天发团
春秋游、国内游、境外游、
会议考察等，欢迎来电咨询
假日濠江路：83029999
假日九二路：88766389
兹有吉林省白城市洮北
假日万佳店：88992289
区洮东乡六合村刘国权不慎
遗失身份证，号码：
220802197704255415，特此声
明作废。
兹有吉林省白城市洮北
区洮东乡六合村李金砖不慎
诚聘
遗失身份证，号码：
理单2名13906991268
220802197707205421，特此声
招聘
明作废。
学府路事业单位聘保安，55周
兹有徐卫兵不慎遗失普
岁以下男士，身体健康，八小 通船员证书，证书编号：
时工作制，退伍军人优先
422325198606014619，特此声
联系电话：13506089199
明作废。

石狮假日国旅

遗失声明

人才市场

此次目录调整还将同步调整
完善药品目录凡例、使用管理办
法，规范药品名称剂型，适当调整
药品甲乙类别、目录分类结构等
内容。在甲乙类别调整过程中，
优先考虑基本药物。
征求意见稿提出，将于2019
年6月印发新版药品目录，并公布
拟谈判药品名单，8月将谈判成功
的药品纳入药品目录，同步明确
管理和落实要求。

国办发表《2018 年美国的人权纪录》
《2018 年美国侵犯人权事记》

英国议会下院投票
反对
“无协议脱欧”
新华社伦敦3月13日电 英

旅游

专利独家药品应当通过谈判方式
准入。
中药饮片采用准入法管理，
国家层面调整的对象仅限按国家
药品标准炮制的中药饮片。
药品目录内原有的药品，如
已被国家药品监管部门禁止生
产、销售和使用的，应予调出；存
在其他不符合医保用药要求和条
件的，经相应评审程序后可以被
调出。

国内视窗

兹有黄丹不慎遗失泰禾
广场天街10#158铺商户的装
修保证金票据，收据编号：
0008652，金额：5000元，特此
声明作废。
兹有刘秀兰不慎遗失泰
禾广场天街3a#1F/2F101铺商
户的装修保证金票据，收据编
号：0017623，金额：5000元，特
此声明作废。
兹有林晓婷不慎遗失泰
禾广场天街9#105铺商户的装
修保证金票据，收据编号：
0012078，金额：5000元，特此
声明作废。
兹有邱尚限不慎遗失泰
禾广场天街
8b#102/103/105/106/107/108
铺商户的装修保证金票据，收
据编号：0004518，金额：10000
元，特此声明作废。
兹有夏佳亮不慎遗失泰
禾广场天街BF097、098铺商
户的装修保证金票据，收据编
号：0009797，金额：5000元，特
此声明作废。

传播广 低投入 高效率

分类广告客户应提供公司或个人有效证件
服
务
热
线
：
8
8
7
9
5
8
0
8
兹有袁志强不慎遗失泰
兹有洪唯芬不慎遗失泰
兹有戴长保不慎遗失泰

禾广场天街BF058铺商户的
装修保证金票据，收据编号：
0009808，金额：5000元，特此
声明作废。
兹有孙奎不慎遗失泰禾
广场天街BF086、087铺商户
的装修保证金票据，收据编
号：0009671，金额：10000元，
特此声明作废。
兹有蔡金虎不慎遗失泰
禾广场天街10#161铺商户的
装修保证金票据，收据编号：
0020000，金额：10000元，特此
声明作废。
兹有蔡丽聪不慎遗失泰
禾广场天街5#102铺商户的装
修保证金票据，收据编号：
0013130，金额：1元，特此声明
作废。
兹有蔡丽聪不慎遗失泰
禾广场天街5#102铺商户的装
修保证金票据，收据编号：
0013129，金额：4999元，特此
声明作废。

禾广场天街10#118铺商户的
装修保证金票据，收据编号：
0020733，金额：5000元，特此
声明作废。
兹有许坤源不慎遗失泰
禾广场天街BF096铺商户的
装修保证金票据，收据编号：
0010291，金额：5000元，特此
声明作废。

禾广场天街BF053铺商户的
水电周转金票据，收据编号：
0015568，金额：3191.4元，特此
声明作废。
兹有泉州悟树商贸有限
公司不慎遗失公章，特此声明
作废。

兹证明原本村村民卢剑雄有钢结构房屋一宗，地址位
于石狮市锦尚镇卢厝六区23号，东至卢天送、
西至卢金矿、
南至卢瑞得、北至卢国平。面积：150m2，经核实该地块系
卢剑雄所有及使用，无存在任何纠纷，该房屋至今未办理
任何有效批准用地手续，现申请人卢剑雄提出申请对该块
（新界）进行安置建设，如有异议者，请于见报之日起15天
内向我村委会提出，逾期提出视为无效。且我村委会将按
相关规定予以办理（就地、移位）翻建手续。声明凡其他证
件与该房屋有关的一律无效，特此声明。
石狮市锦尚镇卢厝村民委员会 2019年3月15日

登
报
声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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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有石狮市锦力服装店不慎遗失原福建省石狮
遗 市国家税务局2
005年5月16日核发的《税务登记证》
失 正、
副本，纳税人识别号：359002195709160524，特此
声 声明作废。
石狮市锦力服装店
明
2019年3月15日
兹有石狮市群主大排档不慎遗失石狮市市场
遗 监督管理局2
017年9月18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失 正9235、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声 0581MA2YKHRX90，特此声明作废。
石狮市群主大排档
明
2019年3月15日
兹有“石狮市比尔齐服饰有限公司”于2019年3月14
声“石狮市比尔齐服饰有限公司”
日变更为“泉州市比尔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现将刻有
的公章作废。特此声明
明 泉州市比尔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019年3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