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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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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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一轮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启动
将优先调入抗癌药等药品

纪建宇，男，1961 年 6 月
出生，安徽省巢湖市肢残人协
会主席。虽然自幼双腿重度残
疾，但他自立自强坚持创业，
不仅获得了事业上的成功，而
且他心系公益，帮 10 多名残

疾人解决就业，还为 60 多位
残疾人解决了各种困难，被称
为 “轮椅上的公益使者”。
2018 年 3 月，纪建宇入选“中
国好人榜”。

据中国文明网

“轮椅上的公益使者”

茳茳茳上接第1版 项目采用的生
物酶催化氧化技术具有高效环保
的特点，与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工
艺相比，单位产品加工能耗下降
20%，生产成本下降约 60%。二是
产品先进。项目生产的己内酯将打
破国内空白，可用于生产外科用
品、黏结膜、脱膜剂等产品。己内酯
合成的医用组织工程支架与器官
修复材料，由于其可在人体内降
解，无毒性，不致敏，有利于细胞粘
附生长分化，是迄今为止人类发现

的最好的用于体内的医用材料，也
作为靶向抗癌药物其合成物在人
体内易降解。
“园区产业基础扎实、服务环

境优良，我们对未来发展充满信
心。”黄德洋表示，该公司将尽快
办理项目验收相关手续，争取尽快
进入试生产阶段，然后正式进行为
期 3个月的中试实验，获取工艺参
数、技术指标，开展工业化设计，为
己二酸与己内酯项目的建设投产
做足充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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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就完成了它的全部“旅程”。

3 月 13 日至 3 月 31 日，28
个重点城市的“家庭过期药品回
收联盟”活动开启，“躺在家中”
的过期药品不仅找到了 “好归
宿”，百姓参与环保这件事也变得
触手可及。

过期药品如何处置才能既对
环境友好又能方便百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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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手机淘宝、支付宝 App 扫
描药盒上以数字“8”开头的 20
位追溯码，在跳转出的详情页上
找到“过期药回收”入口；其次，
进行家庭地址、联系方式等资料
填写，一键召唤菜鸟联盟快递员；
最后，快递员免费上门取走过期

药，完成回收全流程后，用户还可
领取鼓励优惠券。

据了解，今年阿里健康除了
携手广药集团外，北京同仁堂、千
金药业、远大医药、云南白药、葵
花药业等多家药企也加入其中，
目前全国共有北京、上海、广州、
深圳、杭州、济南等 28 个城市可
实行快递员上门回收服务。

此外，广药集团在全国 200
多个城市同步开展过期药线下回
收换药，无论是否为广药集团生
产的过期药品（针剂类与液体类
除外）均可免费回收。

据悉，家庭过期药品回收以
后，不同城市里的菜鸟联盟快递
员将把收集来的过期药密封打
包，贴上标签，注明回收点、经手
人、回收单位及回收日期等信息
后，集中运输至具备资质的弃置
废物处理工厂中，由专业人员进
行处理后，投入最高温达 1200 余
度的热解气化焚烧炉中进行无害
化销毁。

28个国内城市
开启过期药品线上回收服务

3月14日，鸟儿在江苏无锡太湖鼋头渚风景区的樱花枝头上、在初发嫩芽的柳枝上

停留嬉戏。

■新华社发 摄影 潘正光

鸟儿戏春

新华社北京3月14日电 记者从中
国铁路总公司获悉，14日，商合杭高铁首
条接触网导线在合肥段成功架设，标志
着商合杭高铁“四电”工程全面展开。

商合杭高铁全长约794公里，线路设
计时速 350 公里，初期运营时速 300 公
里。其中商丘至合肥段预计 2019 年底开
通，合肥至杭州段预计2020年 6月开通。

据中国中铁电气化局该项目负责人
介绍，商合杭高铁正线需架设接触网

1464 条公里，在工程建设中，统一采用了
恒张力放线车施工，确保导线的平直误
差不超过 0.1 毫米。另外，建设人员在施
工中还运用了接触网腕臂、吊弦自动化
预配、可视化智能安全帽等智能化工机
具与系统，以此实现作业效率和施工工

艺质量的提升。
商合杭高铁北在商丘连接郑徐客

专，中在合肥连接京福、沪汉蓉高铁，南
在杭州连接宁杭、杭甬高铁，被称为“华
东第二通道”，对方便沿线居民出行、促
进城市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新华社北京3月14日电 记者 14 日从教
育部获悉，教育部近日印发的《2019 年教育
信息化和网络安全工作要点》提出，将全面
规范校园APP的管理和使用，开展校园 APP
专项调研，摸清底数,并与网信部门开展联合
行动，治理校园APP乱象。

教育部印发的这份文件明确，将研究制
定规范校园 APP 管理的意见，规范第三方校
园 APP 的引入和自主开发校园 APP 的建
设，探索建立规范校园 APP 管理的长效机
制，促进移动互联网有序健康发展。

根据这份文件，教育部将开展2019年度全
国网络学习空间应用普及活动，依托国家数字
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组织师生开通实名制
网络学习空间，数量新增1000万个，在基础教
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范围内遴选
出40个网络学习空间应用优秀区域和 200所
优秀学校进行展示推广，推动逐步实现“一人
一空间、人人用空间”。

商合杭高铁首条接触网导线架设成功

教育部：
将开展校园APP专项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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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观音国际机场部分特价机票
航空公司

东方航空

四川航空

四川航空

南方航空

南方航空

桂林航空

桂林航空

桂林航空

四川航空

桂林航空

东方航空

桂林航空

南方航空

航班号

MU5489

3U8377

3U8813

CZ6538

CZ6436

GT1037

GT1037

GT1034

3U8807

GT1075

MU5490

GT1035

CZ6435

特价价格

190元起

160元起

160元起

100元起

100元起

340元起

550元起

300元起

310元起

310元起

320元起

480元起

520元起

折扣

2折起

1.7折起

1.7折起

1.1折起

1.1折起

3折起

2.2折起

2.2折起

2.3折起

2.2折起

3.6折起

4.2折起

4.6折起

航线

徐州-大连

徐州-恩施

徐州-大理

徐州-桂林

徐州-沈阳

徐州-重庆

徐州-南昌

徐州-厦门

注： 以上价格均不含机场建设费和燃油税， 仅供参
考，实际价格请以当日电脑售票系统为准。 售票咨询电话
0516-85697999

1月 17日，中国消费者协会
公布了 2019 消费维权年主题
“信用让消费更放心”。 近年来，
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
新技术推动下，“线下体验”与
“线上社群”深度融合的新零售，
让消费不断升级， 但假冒伪劣、
虚假宣传、霸王条款等损害消费
者权益的情况却时有发生。如何
才能切实保障并提升消费者的
权益？ 即将成立 60周年的安利
认为，唯有坚持生产安全优质的
产品，优化消费体验，不断满足
和保障消费新需求，才能走在提
升消费者权益的前列。

匠心品质，引领自然生活

在最纯净的土壤种植，在最
适合的时间采收。 生产的每一
步，都严格按照规范，精心呵护，
让自然的精华体现在每一个产
品中，这就是安利旗下的营养保
健品牌安利纽崔莱。从种子到成
品，从生产到包装，全程严苛把
控，每一步都可追溯，用匠心将
最安全优质的产品送到消费者

手中。
安利 60年如一日， 始终坚

持为消费者提供优质产品和服
务。 根据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的规定，消费者享有“7天无
理由退货”的权利。 为了让消费
者享受到国际水准的消费保障，
安利在此基础上， 推出了 30天

无忧退货保障机制。 在保障期
内， 顾客如对购买的产品不满
意， 可以依据公司规定在 30天
内随时退换货。甚至对于已开封
使用的日化产品、 美容化妆品
等，如果使用未过半，都可退货
并获得等值购物券补偿。
安利连续 12年荣获中国食

品安全年会颁发的“百家诚信示
范单位”称号；连续 8年荣获中
国质量检验协会颁发的“全国产
品和服务质量诚信示范企业”称
号。安利用优质安全的产品和卓
越的服务，让消费不断升级。

多维体验，提供个性化解决
方案?

面对消费升级和体验经济
大潮， 消费者需要的不仅是产
品，而是融合产品和服务的个性
化解决方案，甚至是一种生活方
式。近年来，安利积极动作，陆续
实施数字化战略、体验战略和年
轻化战略，打造线上移动电商平
台，布局线下体验馆、体验店，开
展社群经济，为消费者提供全新
的安利式O2O卓越体验。
在线上，安利不断完善数字

化平台建设， 优化网购体验。
2017 年“安利云购”全新升级，
深度整合了包括安利易联网、安
利数码港 APP等多个 PC端和
移动端的自有电商平台，可对消
费者行为进行记忆与分析，智能

化推荐产品，精准化满足和引导
消费需求。 而 2018年 9月上线
的“安利微购”平台，更是吸引年
轻人，在工作之余也能轻松兼职
“轻创业”，收入即时可见。 截至
目前，安利自有线上平台上产生
的销售额已超过安利年销售额
的 80%，发展成为中国颇具规模
的O2O直销电商平台。
在线下，安利的体验实体升

级也在稳步推进。 从 2014年至
2019年年初，在国内建成 96家
体验实体， 覆盖了全国核心城
市、大部分省会城市以及区域经
济中心城市。全国店铺的升级改
造预计 2019年全部完成， 届时
现有的 266家体验实体及传统
店铺， 将全面转型为体验实体。
通过差异化定位，更好的服务消
费者，落实体验战略。

智能服务时效全面升级

在物流端，安利与京东物流
合作， 打造高效的物流配送体
系，为安利自有移动社交电商平
台“安利云购”，提供面向终端消

费者的物流配送服务，并为安利
提供店铺补货等其他仓储物流
服务。目前，安利家居送货一、二
线城市 24小时即可到达， 偏远
地区也缩短到 3天以内。
随着智能技术的发展，安利

早在 2017年 4月就引入智能客
服机器人 “小安助手”，7*24小
时随时在线，有效解决消费者非
工作时间找不到客服咨询、长时
间排队等待客服响应等问题，一
经推出便受到了市场的热烈欢
迎，月交互量高达 70万。截至目
前，智能机器人可以解决 90%的
顾客问题、 回复准确率高达
98%、 顾客满意度高达 97%，这
是安利推进智能客服的高效创
新举措。

“3·15 世界消费者权益保
护日”来临之际，安利再次提醒
广大消费者：“正品源于正道”，
请选择从安利营销人员、 店铺、
安利云购等正规渠道购买安利
产品， 享受安利式卓越体验，莫
贪便宜， 谨防其他渠道假货侵
害。

60周年新安利：用卓越体验提升消费者权益

迁坟通知
因淮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双龙公司采煤塌

陷造成土地下沉，现东到杜集社区老窑厂、西到双龙公
司铁路专运线、南到开渠路、北到大朱庄老庄址范围内
的坟墓需要进行迁移。 请相关关系人看到本通知后与以
下村居负责人联系，并于发布之日起至 2019年清明节前
自行迁移。 逾期不认领和清理的将按有关规定处理。

杜集社区联系方式 梁继亭：13515613242 苗水
民：13905617199

六和社区联系方式 王红艳：15856124266
柿元社区联系方式 李昌矿：13966139999 杨奇：

13965870195
淮北市矿山集街道办事处

2019年3月12日

安徽省淮北市烈山区人民法院将于近
期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进行公开拍卖活
动（网址：http://sf.taobao.com；资产处置法
院：淮北市烈山区人民法院），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
安徽省淮北市烈山区新蔡经济开发区

闸河西岸、琪嘉路北宿舍楼、办公楼、厂房
（1#-2#）房产及其他附属物，房地产权利
人：淮北市米洋服饰有限公司，建筑面积：
19550.91㎡（详情参见《拍卖标的调查表》）

以上资产经评估 ， 价值总计为
31694712.00元。

二、竞价时间：
第一次拍卖竞价时间：2019 年 4 月 9

日 10时至 2019年 4月 10日 10时止 （延
时的除外）。

三、拍卖方式：
拍卖为设有保留价的增价拍卖， 保留

价即为起拍价， 至少一人报名且出价不低
于起拍价，方可成交。

拍卖活动设置延时出价功能。 在拍卖
活动结束前， 每最后 5分钟如有竞买人出
价，将自动延迟 5分钟。

四、起拍价、保证金及加价幅度：
第一次拍卖：起拍价: 31694712元；保

证金：2000000元， 破产债权人竞买的，如
破产债权超过保证金数额的，免交保证金；

加价幅度：50000元。
五、保证金及拍卖余款交纳方式：
竞拍前， 竞买人的支付宝账户中应有

足够的余额支付拍卖保证金。 竞买人在对
拍卖标的第一次确认出价竞拍前， 按淘宝
系统提示报名缴纳保证金， 系统会自动冻
结该笔款项。

拍卖成交的，本标的竞得者（以下称买
受人） 冻结的保证金将自动转入淮北市米
洋服饰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账户， 其他竞
买人的保证金在拍卖后即时解冻。 拍卖未
成交的（即流拍的），竞买人的保证金在拍
卖活动结束后即时解冻， 保证金冻结期间
不计利息。

拍卖余款在拍卖成交后十五日内缴入
拍卖人指定账户。

户名： 淮北市米洋服饰有限公司破产
管理人

账号：5619 0033 3210 601
开户银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

北分行
咨询电话：13909612340 破产管理人

负责人王律师
淘宝技术咨询：400-822-2870
六、其他事宜以淘宝网站公告为准。

淮北市米洋服饰破产管理人
2019年3月8日

拍卖公告
淮北市草藤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J3660001048301 号开户许可证遗失，声明
作废。

刘云凤 3406020011000333 号就业失
业登记证遗失，声明作废。

李青臣（340621197708233630）道路
运输经营许可证遗失，声明作废。

皖 F80691 车交强险标志遗失，声明
作废。

安徽中新园林工程有限公司濉溪分
公司预留印鉴王建平法人章遗失，声明
作废。

梁淑珍购买的方山陵园一楼睡主怀
中六格 19、20 号（基督双）穴位的所有购
买原始凭证遗失，声明作废。
皖濉溪货1509船舶皖淮北SJ（2018）

2024 号船舶营业运输证遗失，声明作废。
张伟 3406010012012483 号就业失业

登记证遗失，声明作废。

徐曦妤 R340274456 号出生证遗失，
声明作废。

淮北市相山区刘家乡村土菜馆
340603600169479 号营业执照副本遗失，
声明作废。

皖 F84809 车交强险标志遗失，声明
作废。

秦贞 3406020012009079 号就业失业
登记证遗失，声明作废。

淮北市相山区又卷烧饼小吃店
92340603MA2R019134 号营业执照副本
及 JY23406030066825 号食品经营许可证
遗失，声明作废。

淮北凤凰山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J3660003496201 号开户许可证遗失，声明
作废。

淮 北 市 朔 里 荣 达 养 殖 场
J3660001493001 号开户许可证遗失，声明
作废。

公 告
我公司开发的“凤凰城二期 1区”项目已

竣工验收交付使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
权法》 规定， 二期 1区地下车库共计 1837.44
平方米，产权归全体业主所有，上述车库现由
淮北市泰富华物业管理公司代为管理，待小区
业主委员会成立后，按相关规定无偿移交给全
体业主。

淮北市蓝宇相王山庄置业有限公司

2019年3月13日

■记者 黄筱

■记者 施雨岑

■记者 齐中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