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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将迎新一轮药品价格下调
10 日， 国新办召开国务院政
策例行吹风会，对深化医药卫生体
制改革 2019 年重点工作任务进行
深度解读。我国将通过开展药品目
录的准入谈判，以市场换价的方式
切实降低药品价格，并进一步扩大
国家带量采购试点，进一步扩大集
中采购规模。同时，弄清药价形成
机制，摸底药品真实成本，在谈判
占据主动地位的背景下，我国将迎
来新一轮药品价格的下调。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
国务院医改领导小组秘书处副主
任王贺胜表示，2019 我国医疗改
革将紧紧围绕解决看病难、看病贵
问题，深化医疗、医保、医药联动改
革。
王贺胜说，按照国家确定的顶
层设计，医改将坚持“腾笼换鸟”的

思路和“腾空间、调结构、保衔接”
的路径，以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
和使用试点为突破口，来加大药品
和高值医用耗材的改革力度，挤掉
虚高的价格水分，腾出的空间及时
用于调整医疗服务价格，建立有利
于医疗服务理顺比价关系，优化医
院收入结构的医疗服务价格的动
态调整机制。
同时， 通过完善公立医院政府
的投入政策，解除医院改革发展的后
顾之忧；推进按病种为主的多元复合
式医保支付方式的改革， 调动医院
降低成本、节约费用的内生动力。
国家医疗保障局医药服务管
理司司长熊先军表示，在腾空间方
面，我国将进一步扩大集中采购规
模，并开启药品准入谈判，以进一
步降低药品价格。

熊先军坦言，部分药品价格虚
高、药品费用高是造成看病贵的重
要因素。因此，为了进一步有效降
低药品费用，17 种药品纳入医保
目录。截至今年 3 月，全国医疗机
构和药店按照谈判价格采购 17 种
国家谈判的抗癌药总量约为 628
万粒（片 / 支），采购总金额达到了
22.34 亿元，与谈判前价格相比，节
省了采购费用 31.81 亿元。带量采
购试点方面，集中四个直辖市和七
个较大城市公立医疗机构部分药
品用量采取集中带量采购，实现以
量换价。 此次试点采购中共有 25
个药品采购成功，采购价格平均降
幅 52%， 试点减负增效效应显著，
预计节省药品费用 58 个亿。其中，
为患者节省药品支出约 23 亿元。
对于下一步我国如何进一步降

低用药价格， 熊先军表示， 一方面
2019 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
作，把更多临床价值高、药物经济性
好的药品纳入目录；另一方面，开展
药品目录的准入谈判， 通过以市场
换价的方式切实降低药品价格，并
进一步扩大国家带量采购试点，进
一步扩大集中采购规模。
除此前已在进行降低药价的
各种举措，业内人士表示，日前财
政部开展医药行业会计信息质量
检查工作，也将进一步通过弄清药
价形成机制， 摸底药品真实成本，
是从根本上治理药价虚高。
“通过摸底， 监管机构将在下
一阶段带量采购谈判中获得绝对
主动权，从而议价谈判目标将更为
高效，并更容易获得更低价格。”
据《经济参考报》报道

天义铁西派出所

大力开展
“扫黑
除恶”宣传活动
本报讯 为持续深入开展“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宁城县公安局
天义铁西派出所组织全所民警大
力开展“扫黑除恶”宣传活动，再
次掀起“扫黑除恶”新高潮。
在宣传活动中， 天义铁西派
出所充分利用客运站、 中心广场
等人员流动量大、 密集区域作为
有利宣传场地，印制宣传条幅、宣
传单，做好充分准备工作。在醒目
位置悬挂宣传横幅， 张贴宣传公
告， 并在人员聚集区域集中开展
“扫黑除恶”宣传活动。民警在向
群众发放宣传单的同时， 还认真
讲解了“扫黑除恶” 相关法律知
识。此次集中统一宣传活动，天义
铁西派出所共出动民 警 100 余
人次，发放宣传单 5000 余份，悬
挂条幅 6 条， 受教育群众达数万
人。通过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营
造了人人明白扫黑除恶、 人人参
与扫黑除恶、 人人宣传扫黑除恶
的热烈氛围，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
(卜庆民)
宣传效果。

风景这边独好
长安马自达“魂动
家族”夺目闪耀
2019重庆车展

晨报官方微信

6 月 5 日，2019 重庆车展在
重庆会展中心正式拉开帷幕，长
安马自达携 Mazda CX-8、第二
代 Mazda CX-5、Mazda3 Axela 昂克赛拉三款车型悉数亮相
展台。时尚、动感、蕴含东方美学
理念的“魂动”设计与兼具环保、
驾乘愉悦的“创驰蓝天”技术，成
为 N8 展馆一道美轮美奂的风景
线，吸引了众多前来品鉴、选购的
消费者。
更多精彩， 欢迎莅临重庆国
际博览中心 N8 馆 T02 号展台，
感受长安马自达汽车产品的倾心
魅力。

存金沟派出所

协助村民将精神病
患者送医治疗

为高考护航网络直播
6 月 7 日，宁城县公安局交警大队通过“西瓜视频”平台就交警维
护高考道路交通秩序工作情况进行全网直播， 并与总队进行了直播
连线， 早上 8 点 30 分开始， 由辅警张丽娜担任此次直播主持人，以
“学子追梦路·交警护考忙”为主题，针对道路管控措施、相关绕行线
路、 高考车队入场情况以及社会公众对这次全城交通组织的关注点
进行了全面直播。 到下午直播观看量已 3500 次，共有 400 余网友在
线观看，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通讯员 陶孟纲 摄影报道

宁城交警全力加强端午节交通安保
本报讯 今年端午节期间，宁
城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加强道路交
通安全管理工作，全力应对端午节
期间的车流量高峰，确保全县道路
交通安全、畅通、文明、有序。
一、全警动员，认真分析。端午
节将至，大队全警动员，保持工作
力度不减、措施不变，加强交通疏
导和路面管控力度，严格公正文明
执法，切实从思想上抓牢预防道路
交通事故的警弦；二、科学布警，合
理部署。 根据县内道路交通状况，
大队在重点路段、重点时段合理调
整警力部署，实行重点布控与流动
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将执勤警力最
大限度投入一线道路交通安全管
理工作中，落实全天候流动巡逻制
度，全力维护端午节期间辖区道路
交通形势平稳、有序；三、积极备
战，加强整治。大队有针对性的组

织开展货车违法、“三超一疲劳”、
酒驾、 涉牌涉证等专项整治行动，
对易引发道路交通事故的超速、超
载、客车超员、带病行驶、无证驾驶
等严重违法行为予以重点整治；
四、规范执法，为民服务。大队要求
执勤民警查处交通违法行为时要
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
法、处罚得当，严防“三乱”现象和
执法不文明的问题发生。做到努力
为过往司乘人员排忧解难，把便民
服务措施落实到位， 做到说话和
气，态度和蔼；五、宣传教育，营造
氛围。大队通过双微平台及时向社
会通报端午节期间交通管理工作
措施，宣传安全出行知识和讲解交
通安全法规， 加强群众的文明开
车、 文明乘车和文明祭祖教育，提
高群众的自我保护意识，自觉抵制
交通违法行为。 （陶孟纲 孙耀坤）

本报讯 近日，宁城县公安局
存金沟派出所接到辖区女村民邓
某的求助电话， 称其儿子刘某精
神病发作，难以控制，请求派出所
民警协助处理。
接到报警后， 民警迅速赶往
现场， 发现刘某坐在自己家院子
里门口的台阶上胡言乱语， 并不
停的挥舞拳头， 见到民警后情绪
更加激动，拒绝任何人靠近。经过
对其母亲邓某了解， 刘某之前病
情很稳定，按时服用药物，当天早
上不知为何病情突然发作， 不肯
吃药，并乱打乱骂，有暴力倾向。
了解情况后， 民警首先将其家属
及邻居隔离到安全地带， 后民警
一边耐心对刘某精神进行安抚，
稳定其情绪， 一边寻找机会控制
刘某， 在民警与其谈话中刘某精
神放松的瞬间， 民警看准时机及
时将刘某控制住， 并同其家属一
起将刘某送至县蒙医中医医院精
神病科接受治疗。 民警的妥善处
理，消除了潜在的危险，维护了群
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得到了现场
（谭茗赫）
群众的一致好评。

◆短讯

为完善学校安全工作长效机
制， 预防和减少涉校案件和事故
发生，近日，黑里河派出所深入辖
区中小学、 幼儿园开展校园安全
大检查行动。 民警重点对学校的
公共活动场所、水电基础设施、消
防设施、 安全通道、 视频监控系
统、安保器材、安全制度落实等情
况一一进行检查。 民警要求学校
加强技防设施建设， 以保障学校
公共财产及师生安全。 民警对检
查中发现存在问题和隐患的学校
提出了整改措施和意见。 此次安
全大检查进一步提升了校园的安
防能力，为学校的师生营造一个安
全、和谐的校园环境。 （王志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