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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覆盖新冠肺炎药品

新版医保药品目录昨起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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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3月1日电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
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1日上午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出席开幕会。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
次会议的决定，听取了关于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
报告（草案）、常务委员会关于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以来提案
工作情况的报告（草案）起草情况的说明，为全国政协十三届
四次会议召开作准备。

会议还听取了关于政协全国委员会协商工作规则（草案）
起草情况的说明、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
2020年工作情况的汇报，以及有关人事事项的说明。

全国政协副主席张庆黎主持开幕会。全国政协副主席兼
秘书长李斌等分别就有关议题作了说明。

新华社北京3月1日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
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于2021年3月4日
在北京召开。建议会议的主要议程是：听取和审议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和全国政协十
三届三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列席中华人民共和
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听取并讨论政府
工作报告及其他有关报告，讨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
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

据新华社北京3月1日电（记者 梅世雄 梅常伟）国防部
新闻局3月1日就近期涉军热点问题答记者问，表示希望推
动中美两军关系行稳致远。

有记者问：近期习主席在与美国总统拜登通话时表示，两
国经济、金融、执法、军队等部门也可以多开展一些接触。请
问下一步中美两国防务部门将如何开展接触？

国防部新闻局表示，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为两国两军关系
发展指明了方向，向世界释放了积极信号。国防部新闻局表示，当
前中美关系正处于重要关口，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是双
方唯一正确选择。中美两军关系是两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保
持两军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也是两国防务部
门的责任所系。希望美方同中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
识，秉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加强对话沟
通，拓展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美两军关系行稳致远。

据新华社北京3月1日电（记者 孙楠）外交部发言人汪文
斌3月1日说，在中国去年对外直接投资增长3.3%的背景下，
对澳大利亚投资却断崖式下降，其中原因值得澳方认真反思。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报道，2月28日，澳大利
亚国立大学东亚经济研究所研究显示，2020年中国对澳直接
投资下降61%至7.83亿美元，创6年来新低。这既受疫情影
响，也是澳方加强对中方投资审查所致。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汪文斌说，相关数字很能反映中澳关系当中存在的一些
实际问题。中澳经贸投资合作本质上是互利共赢的。长期以
来，中国企业赴澳大利亚投资为当地经济发展和民生就业作
出了巨大贡献。在中国去年对外直接投资增长3.3%的背景
下，对澳投资却断崖式下降，其中原因值得澳方认真反思。

汪文斌说，澳政府应采取措施，为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外
国投资者提供公平、开放和非歧视的投资环境，为中澳两国各
领域务实合作创造便利条件。

新华社北京3月1日电海关总署宣布
暂停台湾地区菠萝输入大陆后，民进党当
局指责大陆方面政治打压。对此，国台办
发言人朱凤莲1日应询表示，海关总署决
定自2021年3月1日起暂停台湾地区菠
萝输入大陆，是正常的生物安全防范举措，
是完全合理、必要的。

朱凤莲指出，海关依法对输入农产品
实施检验检疫，是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和标
准的要求，也是防范植物疫情风险、保障人
民权益的需要。民进党当局却刻意歪曲，
把技术性问题恶意解读，借机攻击抹黑大
陆。这充分暴露出他们的一贯做法，凡是
涉及两岸事务都要进行恶意操弄，说明他
们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解决实际问题，
只能靠污蔑大陆来回避自身的责任。

她还表示，农产品安全问题同农业生
产、生态安全、食品安全及人民权益息息相
关，我们一贯高度重视，会继续采取严格措
施进行管控。

关于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的决定

（2021年3月1日政协第十三届
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

国防部就涉军热点问题答记者问

希望推动中美两军关系行稳致远

全国政协十三届常委会
第十五次会议开幕

新华社深圳3月1日电中央有关部门2月28日至3月1日
在深圳召开座谈会，广泛听取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人士对完善“爱
国者治港”有关制度的意见。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港澳事务
办公室主任夏宝龙与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了座谈会。

鉴于疫情防控需要，座谈会采取小范围、多场次方式进行。
来自香港工商、金融、专业、劳工等界别以及特区政府的代表人
士在座谈会上畅所欲言，踊跃表达意见。与会人士一致表示，

“爱国者治港”是“一国两制”的核心要义，要全面准确贯彻“一国
两制”方针，必须把“爱国者治港”根本原则落到实处。由真正的
爱国者掌握香港的管治权，天经地义，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允许
不爱国的人治理国家或国家的一部分。与会人士一致认为，香
港社会政治领域出现种种乱象的一个重要根源是“爱国者治港”
原则还没有得到完全落实，应当依法尽快对香港选举等制度加
以完善，并尊重中央对选举制度的主导权。与会人士还纷纷表
示，实现“爱国者治港”是香港达到良政善治的必由之路，除了要
完善有关制度，还需要从加强管治人才考察选拔、加强国民教
育、改善舆论环境等方面综合施策。香港只有在政治上尽快实
现拨乱反正，才能够为解决深层次经济民生问题创造条件。与
会人士还就完善香港选举等制度提出了具体建议。

夏宝龙表示，中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决心
不会变。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是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
稳致远的关键。为此，要完善有关制度，确保香港的政权机关
牢牢掌握在真正的爱国者手中。爱国就是爱中华人民共和
国。香港绝大多数市民都是爱国的。中央有关部门会继续听
取香港各界人士关于进一步完善有关制度的意见建议。

中央有关部门举办座谈会

听取香港社会各界对
完善“爱国者治港”有关制度意见

外交部谈中国对澳投资断崖式下降

原因值得澳方认真反思

最新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于3月1日正
式启用。经过调整后的医保药品目录，纳入
119种药品，调出29种药品。清退“僵尸药”、
新增抗癌药、覆盖新冠肺炎治疗相关药品、
新纳入药品平均降价50.64%……最新版医
保药品目录再次体现“保基本”的功能定位，
推动实现医保、企业、患者“三方共赢”。

新冠肺炎用药全部纳入医保
与往年相比，本次医保药品目录调整

看点之一是谈判降价调入的药品数量最
多、惠及的治疗领域最广泛。

新增119种药品。这些药品共涉及31个
临床组别，包括慢阻肺用药、红斑狼疮用药、
抗抑郁症用药等，占所有临床组别的86%，患
者受益面非常广泛，其获得感更加强烈。

新增新冠肺炎治疗相关药品。最新版
国家新冠肺炎治疗方案所列药品已全部纳
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如利巴韦林注射液、
阿比多尔颗粒等药品均调入目录，用以应
对新冠肺炎疫情。

新增17种抗癌药。本次目录调整新
增了17种抗癌药，其中包括PD-1、仑伐替
尼等新药、好药。目录内癌症用药的保障

水平再次提升。
调出29种药品。这些“被清退”药品主

要是临床价值不高且可替代，或者被药监部
门撤销文号成为“僵尸药”等。在论证与评审
中，专家们将可替代性作为一项重要指标，被
调出的药品在目录内均有疗效相当或者更好
的药物可供替代。这些药品的调出，将为更
多新药、好药纳入目录腾出空间。

新药“入群”。为了满足患者对新上市药
品的需求，2020年8月17日前上市的药品均
被纳入本次目录调整的范围，其中有16种新
上市的药品被调入目录。

可以看出，这次医保药品目录调整纳入
性价比高的药品、调出临床价值不高的药品、
全覆盖治疗新冠肺炎相关药品，其重点依旧
放在“保基本”，提高患者用药的可及性。

新纳入药品平均降价50.64%
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谈判成功

的119种药品，平均降价50.64%。从患者负
担情况看，通过谈判降价和医保报销，预计
2021年可累计为患者减负约280亿元。

本次目录调整首次对目录内的“老品种”
进行降价谈判。评审专家经过论证，将价格
或费用明显偏高的14种目录内药品纳入谈
判范围，这些药品单药的年销售金额均超过
10亿元。经过谈判，14种药品均谈判成功并
保留在目录内，平均降价43.46%。

与新准入目录的药品相比，一些“老品种”
出现了价格“倒挂”现象，对“老品种”进行再谈
判，有利于提高药品经济性与公平性，也能够切
实减轻患者负担，提升医保资金的使用效益。

针对2020年底协议到期的目录内抗癌
药品，国家医保局对14种独家药品按规则进
行续约或再次谈判，平均降幅为14.95%，其
中个别一线抗癌药降幅超过60%。经测算，
14种抗癌药降价，预计2021年可为癌症患
者节省30余亿元。

多地医保药品目录调整
参照最新版医保药品目录，全国多地陆续

发出与2020新版国家药品目录落地执行相关
的文件，以及地方增补药品目录的相关通知。

如北京医保药品目录已经将新增的119
种药品全部纳入。并对门诊特殊疾病的药品
报销品种进行调整完善，将许多新增药品纳
入门诊特殊疾病报销，例如将新增药品“西
尼莫德”和“芬戈莫德”纳入“多发性硬化”门
诊特殊疾病药品报销范围等。

随着新版医保药品目录的落地，国家医
保局还将指导定点医疗机构形成联动，及时
优化升级机构配备、使用的药品，提升临床用
药水平，并指导各地通过完善门诊保障政策、
开通医保定点药店通道、合理调整总额控制
等方式，推动新版目录内药品落地。

据新华社北京3月1日电

仇涌同志逝世

本报讯 原天津市体育运动委员会
党委书记、主任仇涌同志（享受正局级
待遇），因病于 2021 年 2 月 27 日 3 时
30分在天津逝世，享年87岁。

仇涌同志遗体已于2月28日在天津市
第一殡仪馆火化。

本报讯 原天津市卫生局党委书记
皮树桐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1年
2月26日22时49分去世，享年91岁。

皮树桐同志遗体已于2月28日在天
津市第二殡仪馆火化。

新华社北京3月1日电（记者 郝菁 吴丛
司）交通运输部部长李小鹏1日在国新办举行
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规划纲要》是我国第一个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中
长期规划纲要。纲要提出到2035年基本建成
便捷顺畅、经济高效、绿色集约、智能先进、安全
可靠的现代化高质量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纲要还提出到2035年实现国际国内互
联互通、全国主要城市立体畅达、县级节点有
效覆盖，支撑“全国123出行交通圈”，也就是

都市区1小时通勤、城市群2小时通达、全国
主要城市3小时覆盖。要支撑“全球123快
货物流圈”，即国内1天送达、周边国家2天
送达、全球主要城市3天送达。

纲要指出，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现代
化高质量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实现“人享
其行、物优其流”，全面建成交通强国，为全面
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当好先行。

李小鹏表示，规划纲要明确了三方面主
要任务。一是优化交通布局，将构建70万公

里的交通网线，建设6轴、7廊、8通道主骨
架，建设100个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完善面向
全球的运输网络。二是在推进融合发展方
面，推进各种运输方式的融合发展，推进交通
基础设施网络和服务网络、信息网络的融合
发展，推进各个区域间交通协调发展，还要推
进交通运输与旅游业、现代制造业、快递物流
业、现代物流业的融合发展。三是在高质量
发展方面，推进安全发展，推进智慧发展，推
进绿色发展，提升交通运输的治理水平。

支撑“全国123出行交通圈”

2035年我国将实现都市区1小时通勤

春耕时节，位于哈尔滨市的黑龙江省红旗农场发挥设施蔬菜生产优势，推进棚室蔬菜育苗生产。图为3月1日，在黑龙江省
红旗农场农业园区温室大棚内，种植户为秧苗浇水。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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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3月1日电（记者 刘硕 陈
菲）记者1日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2020年，
全国检察机关主动记录报告执行“三个规定”
等重大事项67700余件，相当于2018年、2019
年两年总和的5.8倍。在这些记录报告中，反
映情况、过问了解的占比为96.6%，干预、插手
检察办案，要求法外开恩的只是极小部分。

据介绍，“三个规定”是指2015年中办国
办、中央政法委、“两高三部”先后印发的《领导
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
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
案件的记录和责任追究规定》《关于进一步规范
司法人员与当事人、律师、特殊关系人、中介组
织接触交往行为的若干规定》，要求对于领导干

部插手干预司法、内部人员过问案件，以及与当
事人、律师等不当接触交往行为，司法人员都要
主动记录报告，并进行通报和责任追究。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务督察局负责人滕继
国说，下一步检察机关将对2018年以后的检
察人员违纪违法办案案件组织开展“过筛子”
式“倒查”，严肃查处检察人员违反防止干预司
法“三个规定”案件，有效解决不如实填报、不及
时填报、选择性填报等问题。同时，将充分运
用重大事项填报系统，通过大数据分析比对，
发现检察人员违反“三个规定”案件线索，进行
调查核实后，对典型案件通报曝光。

对检察干警违纪违法办案

最高检将开展“过筛子”式“倒查”

国产大型客机C919全球首单“花落”东航
标志正式进入市场运营准备新阶段

据新华社上海3月1日电（记者 贾远琨）
3月1日，东航与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国产大
型客机C919采购合同。首批5架C919引进
后，将以上海为主要基地，加密上海至北京大
兴、广州、深圳、成都等航线。这标志着C919
正式进入市场运营准备的新阶段。

“作为一名飞行员，我最想飞的就是
C919飞机。近年来，从人员到技术，从试飞
到商业运营，东航全面支持国产飞机事业，梦
想正在逐步变为现实。”东航集团董事长、党
组书记刘绍勇在签约仪式上说。

双方正在为C919的商业运营做积极准
备，包括新机型补充运行合格审定、专业人员
培训及客户支援保障协议等谈判签署工作，

在飞机进出口、航材维修、物流仓储、新技术
应用、航材支援、维修保障、飞机构型优化等
领域，双方将加强合作，确保首批C919高质
量运营。

在C919研制阶段，东航深度参与该机
型的研制等工作。2010年，东航与中国商飞
签署C919启动用户协议；2016年，东航与中
国商飞签署合作框架协议，成为C919的全
球首家用户。2020年，东航成立国内首家专
业运营国产飞机的航空公司——一二三航
空，国产支线客机ARJ21已正式运营。

中国商飞营销委主任、营销中心总经理
张小光介绍，从C919设计研发的密切合作，
到共同开拓市场的真诚携手，东航与中国商

飞有条件依托产业链伙伴关系和同在上海的
地域优势，进行更多的合作和创新。

作为一家拥有750余架飞机、全球排名
前十的航空公司，东航接收一款新机型还将
对飞机进行全面深入的“检验”。对于C919
而言，这无疑是进一步完善型号以符合市场
需求的契机。

自2019年起，6架C919在上海、阎良、
东营、南昌等地进行飞行试验，先后完成了颤
振、高温高湿等重要专项试飞，开展了一系列
地面试验和飞行试验。2020年11月，C919
获型号检查核准书（TIA），全面进入局方审
定试飞阶段。2021年1月，民航上海审定中
心完成C919首次局方审定试飞。

当前，C919已获815架订单，正朝着取
证交付的目标向前推进。投入市场，对于新
飞机型号而言是真正被赋予“生命”，对于航
空公司、飞机制造商来说也都是一项巨大的
挑战。

据新华社北京3月1日电国务院新闻办
公室将于近期发表《2020年美国侵犯人权报
告》，对美国侵犯人权的状况进行揭露。报告
分为序言、疫情严重失控酿成人间悲剧、美
式民主失序引发政治乱象、种族歧视恶化少
数族裔处境、社会持续动荡威胁公众安全、
贫富日益分化加剧社会不公、践踏国际规则
造成人道灾难，全文约1.5万字。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对人
类生命安全构成重大威胁。报告指出，美
国政府应对疫情任性妄为导致失控，美国
人口不足世界总人口的5%，但其新冠肺
炎确诊病例数却超过全球总数的25%，死
亡病例数占全球总数的近20%，超过50万
美国民众失去了宝贵的生命。

报告称，美国民主制度失序引发政治
乱象，进一步撕裂美国社会。金钱政治扭
曲压制民意，选举成为富人阶层“独角戏”，
人们对美国民主制度的信心下降至20年
来最低点。

报告强调，美国贫富差距加速扩大，底
层民众生活苦不堪言。疫情失控导致大规
模失业潮，数千万人失去医疗保险，弱势群
体成为政府消极应对疫情的最大牺牲品。

报告认为，在抗疫需要全球团结的时
刻，美国却执意奉行本国优先，推行孤立主
义、单边主义，挥舞制裁大棒，霸凌威胁国
际机构，残酷对待寻求庇护者，成为全球安
全与稳定的最大麻烦制造者。

皮树桐同志逝世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将发表《2020年
美国侵犯人权报告》

国台办

暂停台湾菠萝输入大陆
完全合理必要

共涉及31个临床组别，包
括慢阻肺用药、红斑狼疮用药、
抗抑郁症用药等，占所有临床
组别的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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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被清退”药品主要
是临床价值不高且可替代，或
者被药监部门撤销文号成为
“僵尸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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