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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启动
新华社北京 3 月 14 日电（记者 张
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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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光列车”西安北站发车
3 月 14 日，一列以“流动的时光 行进
的中国”为主题的“时光列车”从西安北
站发车。在这列从西安北开往成都东的
D1923 次车厢内，乘客可以看到由反映
国家发展和生活变迁的图片、情感真挚
的时光留言等组成的“时光记忆展”，在
旅途中了解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的发展
成就。
据了解，从即日起到 4 月底，乘坐
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西成高铁
的乘客，均有机会乘坐这列“时光列车”，
参与相关活动。图为旅客准备乘坐西安
北开往成都东的 D1923 次“时光列车”。
新华社发 唐振江 摄

面调整的对象仅限按国家药品标准炮
28 个国内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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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杭州 3 月 14 日电（记者 黄筱）用
药要求和条件的，经相应评审程序后可
手机 App 扫描药盒、留下取件地址“一键召
以被调出。
唤”快递员、回收至专业处理单位——至此一
此次目录调整还将同步调整完善
盒过期药品就完成了它的全部
“旅程”。
药品目录凡例、使用管理办法，规范药
3 月 13 日至 3 月 31 日，28 个重点城市的
品名称剂型，适当调整药品甲乙类别、 “家庭过期药品回收联盟”活动开启，
“躺在家
目录分类结构等内容。在甲乙类别调
中”的过期药品不仅找到了“好归宿”，百姓参
整过程中，
优先考虑基本药物。
与环保这件事也变得触手可及。
征求意见稿提出，将于 2019 年 6 月
过期药品如何处置才能既对环境友好又
印发新版药品目录，并公布拟谈判药品
能方便百姓？由阿里健康与广药集团联合发
名单，8 月将谈判成功的药品纳入药品
起开通的线上回收路径，
只需简单三步：
首先，
目录，
同步明确管理和落实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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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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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启过期药品线上回收服务

住建部：
房地产调控将保持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
新华社北京 3 月 14 日电（记者 梁
倩)《经济参考报》3 月 14 日刊发题为《住
建部：房地产调控将保持政策连续性和
稳定性》的报道。文章称，日前，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部长王蒙徽在全国两会“部
长通道”接受采访时强调，房地产调控
将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防止大
起大落。
对此，业内人士表示，在调控持续
稳定的背景下，建立保障体系和市场体
系并重、租购并举的住房供应体系逐渐
成型，未来导向型长效机制也将持续。
王蒙徽表示，2018 年房地产市场总
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预期也发生了积
极变化，住房成交面积增速放缓，成交
价格总体平稳，市场预期趋于理性。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发布的最
新报告显示，持续监控的 50 个城市中，
2011 年至 2018 年，50 城房价年均复合
涨幅为 7.6%。但单从 2018 年来看，全
国房地产市场进一步降温，主要领涨板
块为非都市圈弱三线城市，房价涨幅进
一步回落至 2.6%，调控效果明显。其
中，一线城市涨幅为-0.4%，二线城市涨
幅 3.6%，都市圈三线城市为-2.0%，非
都市圈三线城市为 11.4%。
王蒙徽指出，2019 年将继续促进房
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具体做到“五
个坚持”：一是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定位；二是坚持完善住
房市场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三是坚持
落实城市的主体责任，因城施策、分类
指导，把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责任落
到实处；四是坚持调结构、转方式，大力

培育租赁市场，重点解决新市民的住房
问题；五是保持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
防止大起大落。
全国政协委员、中央财经委员会办
公室原副主任杨伟民表示，因房价上涨
而带来的种种问题是我们经历过的，这
次要严防不再出现类似问题，
“ 房地产
调控是不会放松的，而是会更加强调结
合各地区、各城市的实际情况”。
全国人大代表、海南省省长沈晓明
表示，2018 年海南房地产调控相比往年
力度更大，但经济质量有所提升，效果
好于预期。他介绍，2018 年海南 GDP
增长 5.8%，扣除房地产后增长 7.6%，地
方一般公共预算增长 11.7%。
沈晓明认为，正是房地产调控倒逼
海南经济发展转型，经济结构有所优
化。房地产投资下降的同时，海南进出
口、旅游总收入等指标均实现增长，其
中吸引外资增长 112.7%。互联网产业
连续 3 年保持 30%以上增长，生物医药
产业多年以 20%至 40%速度增长。
“中国房地产仍面临结构性问题。”
杨伟民表示，在一线城市，相对于全部
的常住人口来看，住房供应仍不足，但
人口净流出的三四线城市住房已经足
够。为此，中央强调要因城施策，每个
城市去解决各自的问题，逐步出台一项
项政策，最终建立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
发展的长效机制。
对于未来的调控思路，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秦虹曾透露，
未来房地产整体调控将以加快解决中
低收入群体住房困难为中心任务，健全

城镇住房保障体系；以解决新市民住房
问题为主要出发点，补齐租赁住房短板
等等。
秦虹指出，我国住房供应体系已成
型，就是建立“保障体系和市场体系并
重、租购并举”的清晰稳定的住房供应
体系。她介绍说，未来我国住房将包括
四类，分别是保障体系下的租房和购房
供给，即公共租赁房和共有产权房，以
及市场体系下的租赁住房和商品房。
“这四类房子在不同城市供应的比
例应不一样，一二线城市四类房应当健
全，公租房、共有产权房和租赁房占比
要扩大，满足当前对住房需求最迫切的
新就业职工和新市民的住房需求。三
四五线城市则需要根据各地实际确定，
相当部分四五线城市不需要建设共有
产权房和租赁房，重点是完善好公共租
赁房和商品住房。
”秦虹说。
租购并举已成各地住房保障的主
要抓手。沈晓明也表示，2019 年海南省
将完善保障和供应体系，保障岛内居民
和引进人才的刚性需求，供应体系重点
抓租购并举。
2018 年 8 月，深圳市发布《深圳市
人民政府关于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加快
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
的住房供应与保障体系的意见》，明确
表示深圳将构建多层次、差异化、全覆
盖的住房供应与保障体系，通过市场商
品住房、人才安居型商品房、公共租赁
住房等三大类，以满足不同人群的居住
需求。同时探索建立先租后售、以租抵
购制度，
实施租购并举。

汽柴油价格不调整
新华社北京 3 月 14 日电（记者 安蓓）在
连续四次上调后，汽油、柴油价格终于停下上
涨的步伐。国家发展改革委 14 日称，按现行
国内成品油价格机制测算，本次汽油、柴油价
格不调整。
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说，自 2 月 28 日
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国际市场油价小
幅波动，按现行国内成品油价格机制测算，3
月 14 日的前 10 个工作日平均价格与 2 月 28
日前 10 个工作日平均价格相比，调价金额每
吨不足 50 元。根据《石油价格管理办法》第
七条规定，本次汽油、柴油价格不作调整，未
调金额纳入下次调价时累加或冲抵。
这位负责人表示，正密切跟踪成品油价
格形成机制运行情况，结合国内外石油市场
形势变化，
进一步予以研究完善。

目前，成贵高铁控制性工程鸭池河特大
桥建设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大桥主体工程
完工，钢轨铺设已经完成。预计该桥将于年
内竣工。图为鸭池河特大桥。
新华社记者 刘续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