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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冶建工助力“开往春天的列车”
近日，开往春天的列车频频爆

红网络，在重庆轨道交通2号线佛图
关段，单轨列车在盛开的美人梅花
簇拥下穿行，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
的关注。

“开往春天的列车”的火爆，半
山崖线步道主线首期的联通起到了
重要作用。由中冶建工承建的半山
崖线步道（K0+000-K1+505.551
段）是重庆市重点项目半山崖线步
道的首开示范段。首开段全长约
1.5公里，串联起虎头岩公园、经纬

大道、大化步道、夜雨石刻、佛图关
公园，沿线路幅最宽为3.5米，共设
置大小观景平台10余处、架空栈道
5处、厕所驿站2处，彻底打通了城
市崖线景观步道断点，方便居民出
行，给山城名片增光添彩。

2020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
肺炎疫情，中冶建工发挥央企责
任担当，克服新冠疫情、地形复
杂、材料转运困难等多重困难，经
过紧张的施工组织，于 2021 年 1
月29日完工对外开放，为市民、游

客新增了一个旅游休闲的好去
处，这里也是“开往春天的列车”
的最佳观赏点。

山林之间，绿意盎然，忽而清风
徐徐，又见梯步蜿蜒，这条临崖观江
的步行线路既能欣赏单轨列车花海
穿行的“神奇”画面，又能看到重庆
依山傍水的独特风景，为市民和游
客带来品味立体城市山水人文特色
的丰富体验。

潘锋 陈海荣
图片由中冶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提供

半山崖线步道半山崖线步道

□新华社记者 彭韵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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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熊
先军说，在医保基金安全总体可控的前
提下，医保基金支出没有明显增加，参保
患者的药品支出明显节省，医保药品保
障能力和水平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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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将“泽布替尼”等19
种其他新增药品纳入北京市恶性肿瘤等
门诊特殊疾病药品报销范围。

除了对谈判药品和高值药品实行统
一分类管理，四川省还将德谷门冬双胰
岛素等12个谈判药品纳入省城乡居民
糖尿病门诊用药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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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3月1日电）

新版医保药品目录今起落地

新冠肺炎用药全部纳入医保 据新华社洛杉矶 2 月 28 日电
（记者 高山 黄恒）第78届美国
电影电视金球奖（简称金球奖）颁奖
典礼2月28日以线上线下结合的
方式举行，中国导演赵婷凭借电影
《无依之地》斩获金球奖最佳导演
奖，《无依之地》也被评为金球奖剧
情类最佳影片。

1982年生于北京的赵婷成为
金球奖78年历史上第一位夺取最
佳导演奖的亚洲女性，也是继芭芭
拉·史翠珊之后第二位夺取金球奖
最佳导演的女性。《无依之地》同时
也成为金球奖历史上第一部摘取剧
情类最佳影片奖的女性导演作品。

《无依之地》由好莱坞女星弗兰
西斯·麦克多蒙德主演，讲述小镇女
性芬恩在经济大萧条中失去工作和
家庭后，作为开着小货车的现代游
牧民穿越美国西部的故事。

该片2020年亮相后，先后夺取
了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狮
奖以及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人民选
择奖”，并在今年好莱坞电影颁奖季
中获得一连串重要奖项，是竞争今
年奥斯卡金像奖的热门影片。

美国电影电视金球奖创立于
1943年，是美国影视界的重要奖
项，被视为每年奥斯卡金像奖的风
向标之一。

中国导演赵婷凭借电影《无依之地》
斩获金球奖最佳导演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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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人滕继国表示，“三个规定”的持
续深入落实，有力促进了检察队伍
纪律作风建设，取得了看得见、摸得
着的实际成效。检察人员“逢问必
录”的习惯正在形成，也更加注重规
范自己的司法办案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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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检：“过筛子”式“倒查”
检察人员违纪违法办案

□新华社记者 梁建强

当下，短视频平台已成为大家消遣
消费的一个重要途径。然而，一些“神
医”又开始盯上了这个市场并开始疯狂
表演，污染了平台更值得警惕。

在视频平台上劲爆表演的“神医”并
非医生，更非来自医学世家，不过是一群

“群演”在按剧本演戏而已。“神医”是幌
子，卖假药赚钱才是目的。消费者不但
钱财被骗，疾病治疗也被耽误。“神医”公
然行骗，监管部门必须依法严惩。

打击“神医”骗局，也要高度关注新
形势、新变化。在监管部门的打击下，近
些年，部分“神医”从电视台的养生类节
目中消失，但又开始“转战”视频网络平
台，继续招摇撞骗。这也提醒相关部门：
打击工作要因时而变、多措并举，让“换
了马甲”的违禁广告和骗局无处遁形。

“神医骗局”屡打不绝，根本上还是
由于违法收益大于违法成本。进一步完
善监管体系、制度和手段，让监管长出

“牙齿”，方能形成震慑。同时，短视频平

台等也要切实履行好责任，绝不能给“神
医骗局”新的可乘之机，必须坚决让这些
骗子下线！

（新华社武汉3月1日电）

流窜到视频平台的“神医”们必须下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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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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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了！C919全球首单落地
东航首批引进5架

新华社发

新华热评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3月1日，重
庆日报报业集团与中国移动重庆公司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并为双方共建的“5G+融合
新媒体创新实验室”举行揭牌仪式。根据
协议，双方将联手探索基于5G技术的智
慧传播方式和新媒体产品研发生产体系，

加快推动媒体深度融合发展。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是重庆市最大的

全媒体综合性传媒集团。中国移动重庆
公司是全重庆网络规模最大、用户数量
最多的电信运营商，目前已经建成逾1.5
万个5G基站，正在全面实施“5G+”计

划，以5G等新技术为重庆各行各业数字
化转型升级注智赋能。

据了解，双方合作内容主要涉及三大
领域。一是运用5G技术资源开展新闻报
道。即运用5G背包、互动导播台等设备
构建轻量级演播室系统，开展5G传输+轻

量级演播室直播，用于重庆日报报业集团
日常直播类融合报道及突发事件类报道。

其次是共建“5G智慧传播”示范项
目。如共同探索建设“5G+融合新媒体
创新实验室”及基于5G的高清短视频新
型移动传播模式，合力打造有影响力的
本地智慧5G示范项目。以2021年中国
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为平台，共同搭建
5G智慧传播展示项目，并开展相关展
示、体验活动。

此外，双方将着眼媒体深度融合，广
泛整合资源，不断摸索基于5G新技术新
应用的媒体5G传播技术、标准、产品等，
探索形成媒体5G传播一体化解决方案。

重报集团与中国移动重庆公司
共建“5G+融合新媒体创新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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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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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种
药品均谈判成功并保留在目录内，平均降价43.46%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黄乔）企
业给员工发春节“留岗红包”，可享
受最高 30 万元“一次性留工补
贴”。3月1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
就业局获悉，即日起，该补贴申报通
道开启，重庆参保企业可网上进行
申领了。

据了解，此次补贴对象为安排
外地员工留渝过年并发放不低于
300元“留岗红包”的本市各类企
业。外地员工是指户籍为重庆市外
的员工。补贴标准按照每人300元
的标准，给予企业一次性留工补贴，
每户企业最高30万元。

申请条件有3个，具体为：一、
2021 年 1 月 26 日起至 2 月 28 日
止，期间申请补贴涉及的外地员
工未离开重庆；二、企业依法为申
请补贴的外地员工缴纳2021年1
月、2月的重庆城镇企业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费；三、企业已向留渝的
外地员工发放不低于 300 元的

“留岗红包”。
符合申请条件的企业，可于3

月1日至4月30日期间，申领“一次
性留工补贴”。为减少跑路，企业可
通过以下3个线上渠道办理：重庆
市网上办事大厅（渝快办）、重庆人
社公共服务网、重庆智能就业平台
（重庆就业网）。

成功提交补贴申请后，请等待
参保地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审核，
补贴资金将在今年5月集中发放。

除了通过线上渠道自助办理，
符合条件的参保企业还可通过线下
渠道申请补贴：可到城镇企业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参保地区县（自治县）
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进行申请。需
要注意的是，在市级参保的企业请
向市就业局提出申请。

重庆企业“留岗红包”补贴申领通道开启
可网上进行申领，最高可获30万元补贴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3月1日，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以下简称重报集团）
与中国移动重庆公司战略合作协议签约
仪式上传出消息：今年全国“两会”期间，
重报集团旗下媒体将与中国移动重庆公
司合作，推出5G消息版新闻。届时，各
种形式的“两会”新闻报道，将通过一条
条短信快速直达读者。

这将是5G消息技术在重庆落地应
用的首个案例，也将是5G从新闻传播方
式、新闻内容生产等方面为媒体融合发
展赋能的一次有益探索。

5G消息是5G时代传统手机短信业

务向“富媒体”转型的一次颠覆性升级。
其基于5G技术，以原生短信为入口，支
持发送包括文本、图片、音视频、地理位
置、小程序、服务交互和消费交易等在内
的丰富的多媒体内容。

中国移动重庆公司5G技术专家杨
玉东说，利用5G消息后，新闻媒体可将
文字、图片、音视频等各种新闻整合到一
起，以更简单、更快速、安全的短信方式，
把更丰富的新闻内容推送给手机用户。
由此，新闻媒体就更容易博得更多读者
的青睐，增加忠实“粉丝”数量。同时，读
者无需下载安装五花八门的App，无需

关注一个又一个的微信公众号，只需通
过手机短信就能直接获取各种新闻，既
方便又不用担心个人信息安全。“可以
说，5G消息重构了人与信息的连接方
式，是人们未来获取信息与服务的重要
入口。有了5G消息，用户在短信窗口操
作即可享受看新闻、网购、缴费充值、订
票、服务咨询及点外卖等各类在线服
务。”

据悉，2020年以来，5G消息已陆续
在浙江、上海、广东、广西、江苏等省市进
行商用试点，涉及新闻传播、气象服务、
银行业务咨询办理等多个领域。其中，

2020年9月，浙江日报报业集团联合浙
江移动，发出了全国第一条省级媒体5G
消息。

不久前，中国移动重庆公司联手重
报集团，在5G消息的应用方面展开探
索，并开展进行了 5G消息应用测试。
在收到了满意的测试效果后，双方决定
在全国“两会”期间推出 5G消息版新
闻。

“今后，仅需打开手机短信，你就能
看到文字、图片、视频等不同形式的新
闻。”重报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些新
的新闻“玩法”，今后都有可能在集团旗
下媒体实现。“今年，我们还将考虑推VR
新闻及VR新闻直播节目。”

据悉，中国移动重庆公司将为重报
集团打造一条5G+VR新闻的高速通道。

重报集团今年全国两会报道将首次运用5G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