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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上海2月 3日电（记者
彭韵佳 龚雯）第四批国家组织药
品集中采购 3日在上海开标，并产
生拟中选结果。此次采购产生拟
中选企业 118 家，拟中选产品 158
个，拟中选产品平均降价52%。

第四批国家药品集采共纳入
45 种药品，涉及高血压、糖尿病、
消化道疾病、精神类疾病、恶性肿
瘤等多种治疗领域，群众受益面进
一步拓宽。

一批常用药品、抗癌药品费用

将明显降低——在常用药品中，如
用于治疗胃溃疡的药物艾司奥美
拉唑肠溶片（20mg/片），此次集采
后每片价格将从 9元下降到 3元，
整个疗程可节约费用约 240元；在
抗癌药物中，以治疗多发性骨髓瘤
的硼替佐米注射剂为例，其单支价
格从 1500 元降至 600 元，整个疗
程可为患者节约费用约3.6万元。

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
采购司负责人表示，第四批集采依
然将通过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作为仿制药入围的条件。同时，与
第三批国家药品集采相比，第四批
药品集采进一步微调优化采购规
则，将最多可中选企业数量从原来
的8家增加到10家，进一步提高供
应保障能力。

此次集采共有 152 家企业参
加，产生拟中选企业 118 家，企业
拟中选比例提高至 71%，包括 5家
外资企业的 5 个产品，涉及德国、
法国、印度和日本跨国药企。在拟
中选产品中，上市公司、外资企业、

百强企业等企业的产品占62%。
在 158 个拟中选产品中，包括

156 个通过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
价的仿制药、2 个原研药。2 个拟
中选的原研药为氨磺必利片、丙泊
酚中/长链脂肪乳注射液，这将高
质量满足患者的用药需求，也反映
了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常态化
后，集采结果的稳定性与工作机制
的规范性。

相关负责人进一步表示，按照
常态化制度化开展药品集中带量

采购工作的要求，今后，国家组织
药品集中采购范围将持续扩大，保
障临床用药需求，确保药品质量及
供应。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研究员姚宇表示，我国药品集采已
经在落实招采使用和配套制度等
方面逐渐取得经验，也得到了医药
服务单位的初步认可。

据了解，全国患者预计将于
2021 年 5 月用上此次集采降价后
的药品。

年关将近，虽然各地倡导就
地过年，春运客运量总体下降，
但人员集中流动与疫情防控任
务交织叠加，组织保障工作仍然
难度较大。火车、飞机、大巴车
等长途公共交通工具空间密闭、
人员复杂，多地“寻找同乘人员”
的消息反映出长途公共交通工
具 属 于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防 控 重
地。虽然交通部门已经出台多
项防控措施，但仍有一些旅途隐
患需要警惕。

春运期间，如何安全乘坐长
途公共交通工具？

为防扩散，数十趟
火车、公交、飞机紧急寻
人

1 月 5 日，一名乘客从黑龙
江省绥化市望奎县乘K350 次列
车返回吉林省长春市，其妻子与
其邻座。1月 11日，两人被确定
为无症状感染者。

与上述两名无症状感染者同
车厢的另外 1人，从黑龙江省伊
春市南岔县上车，1月 13日被确
定为无症状感染者。后经流调
等方式溯源发现，这个无症状感
染者在吉林引发了超过百人的

“超级传播链”。
相关人士根据传染性和基因

测序等判断，这个无症状感染者
在 车 厢 内 感 染 的 可 能 性 非 常
大。由于密闭空间病毒传染的
概率很大，很多人因为同车厢或
者同航班出现确诊病例或者无
症状感染者被采取管控措施。

黑龙江省卫健委二级巡视员

刘彦诚介绍，哈尔滨市群力新城

小区 1 月 20 日新增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汤某，曾于1月 13日乘坐

Z17 次列车由北京抵达哈尔滨，

随后有关部门对汤某同车厢 75

名乘客采取相关管控措施。

此外，部分从国外入境人员

在隔离期满且核酸检测为阴性

后，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但

抵达目的地后核酸检测呈阳性，

导致有关部门紧急寻找同乘者。

记者梳理发现，1月份以来，

全国至少有数十趟火车、公交、

飞机涉及紧急寻人。按照相关
要求，一旦发现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无症状感染者、密切接触者
等曾出现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有
关部门会及时做出场所消毒、管
控有关人员等举措。为防控疫
情，一些地区还暂停运行部分列
车，给春运工作和乘客出行带来
不便。

返乡路上，防范多
重旅途隐患

记者了解到，虽然今年春运
客运量总体下降，但人员集中流
动与疫情防控任务交织叠加，春
运组织保障工作难度加大。多
地铁路、机场、公路等相关部门
已经把疫情防控放在了春运工
作的首要位置。其中，铁路部门
严格控制列车超员率，加强客流
疏导；公路客运站严格落实乘客
测温、查验健康码等防控措施，
并做好运输工具的消毒和通风
工作；不少机场在显要位置张贴

和摆放宣传提示语，加大摆渡车
发车频次，减少等候时间。

国 家 有 关 部 门 近 日 印 发
《2021年综合运输春运疫情防控
总体工作方案》，要求各地交通
运输主管部门、铁路车站、机场
要建立全面对接机制，统筹做好
综合运输服务衔接工作，及时疏
运旅客，避免造成人员聚集。

但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火
车、飞机、大巴车等长途公共交
通工具的乘坐时间长、空间相对
密闭、人员流动大，乘客随意走
动、口罩佩戴不规范等问题依然
为春运期间疫情防控带来诸多
隐患。

——乘客口罩佩戴不规范。
“绝大多数旅客都能听从佩戴口
罩等的劝导，但乘务员巡查、打
扫卫生时，总会发现有的乘客口
罩佩戴不规范，甚至摘下不戴。”
一位列车长告诉记者，没有办法

“时刻关注乘客口罩佩戴情况”，
只能及时提醒乘客。由于座位
间隙小，乘客摘下口罩吃饭也会

加大传播风险。
——乘客随意走动，不能保

持安全距离。一位列车乘务人
员介绍，由于他所值乘的列车运
行时间超过 6 个小时，部分乘客
会在车厢内走动，甚至跨车厢“活
动身体”，人员流动频繁。此外，
在排队进站、检票上车等环节，个
别乘客不能保持“一米线”距离，
甚至出现“人挨人”的现象。

——站台吸烟增加疫情传播
风险。由于旅途时间较长，部分
乘客会在上车前的站台上，或者
列车停站时走出车厢吸烟。由
于停车时间短，不少下车吸烟人
都聚集在列车门口，增加了疫情
传播风险。

——无症状感染者较难防
控。梳理发现，近期各地散发疫
情中，均有无症状感染者引发的
疫情扩散案例。部分交通从业
者认为，现在乘坐交通工具前使
用的测温、查验健康码等措施，
在筛查无症状感染者方面仍显

“力不从心”，很难通过测温等方

式筛查出来无症状感染者。

平安过年，做好自
己的“安全卫士”

春运期间，除严格遵守相关
政策要求外，需要每个人都肩负
起职责，做好自己的“安全卫
士”。

近日，有关部门已经下发
《关于有序做好春运期间群众出
行核酸检测工作的通知》。中国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
席专家吴尊友表示，目前，核酸
检测仍然是能够尽早发现新冠
病毒感染者的有效手段。有关
交通从业者、专家表示，有关部
门可继续加强前端防控措施，尽
量减小无症状感染者、确诊病例
等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概率。

乘客要认真进行体温监测，
适当减少用餐、吸烟次数，规范
佩戴口罩。交通运输部新闻发
言人吴春耕表示，各地要全面严
格落实乘客测温、查验健康码，
提高客运场站和交通运输工具
通风消毒频次，旅客要全程佩戴
口罩，减少分散流动。

保持安全距离，减少非必要
接触。北京西站客运车间业务
指导王琳娜建议，旅客在进站
口、安检口以及验证验票口，要
严格按照“一米线”间隔排队，在
乘坐交通工具过程中要始终做
好自身防护，减少集中聚集。

适当增强防控力量，加强督
导和检查。一些专家建议，乘客
要支持和配合测温工作，如有发
热要主动报告，各地公共交通场
站要进一步强化安全意识，必要
情况下可增设疫情防控监督员，
专门督促火车、飞机、大巴车上
的乘客落实好防疫措施。相关
监管部门也要强化督导，确保有
关单位落实好载客率、隔离区等
要求。

吴春耕说，在严格落实疫情
防控措施的前提下，交通运输部
将进一步做好运输服务保障，优
化路网运行服务，积极宣传引导
公众安全出行，确保“疫情不因
春运扩散”。

（新华社北京2月3日电）

旅客在哈尔滨火车站下车（1 月 28 日摄）。新华社记者 谢剑飞 摄

江西樟树回应“大头娃娃”事件：

涉事企业停产调查
相关产品抽样送检

据新华社南昌 2月 3日电（记者 闵尊涛）近期
山东青岛再现“大头娃娃”事件，家属怀疑与使用由
江西真润健康产业有限公司生产的七草两叶抑菌
膏有关。对此，企业所在地的江西樟树市有关部门
3日回应，目前已成立调查组进行调查，责令涉事企
业停产，相关产品已依法抽样送检，将依法依规从
严查处。

北京从严规范长租公寓
明确禁止“长收短付”

新华社北京 2月 3日电（记者 郭宇靖）记者 2
日从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获悉，日前北京
市住建委、市场监管局、金融局、网信办、北京银保
监局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规范本市住房租赁企
业经营活动的通知》，从限制资金池等多个方面，全
面强化对分散式长租公寓企业经营监管，防范住房
租赁行业风险。

限制企业资金池是新规核心内容。通知一方面
限制住房租赁企业预收租金数额，明确规定向租客
预收的租金数额不能超过 3个月租金，同时收租客
租金和支付给房主租金的周期必须匹配，明确禁止

“长收短付”经营模式。另一方面，严格控制“租金
贷”拨付对象，银行业金融机构、小额贷款公司等机
构不能将租客申请的“租金贷”资金拨付给住房租
赁企业。

通知还提出，北京要建立押金托管制度。针对
押金可能形成的“小资金池”，要求企业收取的押金
数额不得超过 1个月租金。收取押金后，必须通过
北京房地产中介行业协会建立的专用账户托管，企
业不能擅自动用和挪用。

通知还提出，加强租赁合同管理，明确收房合
同和出房合同都要在签订后3日内备案。在装修方
面，住房租赁企业出资对租赁住房进行装修的，应
当取得房屋产权人书面同意。同时，通知明确规定
住房租赁企业应在合同终止2个工作日内通知北京
房地产中介行业协会退还押金，协会将在 1个工作
日内将押金及同期存款利息退还承租人。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有关负责人表
示，近年来各地长租公寓爆雷事件频发，究其原因，
多为抢占市场、扩大规模，采取高进低出、长收短
付、租金贷款等违规行为盲目扩张，导致其经营难
以为继。北京市将多措并举贯彻落实“租购并举”
要求，大力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支持和鼓励
长租企业规范、稳健经营，对以圈钱为目的大搞金
融化、资本化，向老百姓“割韭菜”的邪路歪招，将会
坚决叫停。

我国网民规模达9.89亿
学生网民最多

新华社北京2月3日电（记者 余俊杰 范思翔）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3 日在京发布第
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显
示，截至 2020 年 12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9.89 亿，较
2020 年 3 月增长 8540 万，互联网普及率达 70.4%；
在我国网民群体中，学生最多，占比为21.0%。

报告指出，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全国一体化政
务服务平台推出“防疫健康码”，累计申领近 9 亿
人，使用次数超过 400 亿人次，支撑全国绝大部分
地区实现“一码通行”，大数据在疫情防控和复工复
产中作用凸显。同时，受疫情影响，网民对在线教
育、医疗的需求量不断增长。报告显示，截至 2020
年 12月，我国在线教育、在线医疗用户规模分别为
3.42亿、2.15亿，占网民整体的34.6%、21.7%。

近年来，网络扶贫行动带动边远贫困地区非网
民加速转化。在网络覆盖方面，贫困地区通信“最
后一公里”被打通，截至 2020 年 11月，贫困村通光
纤比例达98%。在农村电商方面，电子商务进农村
实现对 832个国家级贫困县全覆盖，支持贫困地区
发展“互联网+”新业态新模式，增强贫困地区的造
血功能。

报告还指出，自 2013 年起，我国已连续八年成
为全球最大的网络零售市场。2020年，我国网上零
售额达 11.76 万亿元，较 2019 年增长 10.9%。直播
电商成为广受用户喜爱的购物方式，66.2%的直播
电商用户购买过直播商品，网络直播成为“线上引
流+实体消费”的数字经济新模式。

这是 2 月 3 日在海口拍摄的海底电缆综合运
维船“南电监查 01”。

近日，由南方电网公司自主建造的海底电缆
综合运维船“南电监查 01”在海口交付使用。这是
国内首艘具备对 500 千伏海底电缆进行高速巡航
和低速定位检测的海缆运维船，填补了国内海缆
运维检测方面的技术空白。该船可实现海缆不停
电检测作业，跨海电缆检修期间不会给居民用电
带来影响。

新华社记者 蒲晓旭 摄

据新华社天津2月 3日电
（记者 周润健）2月 3日，迎来
2021 年的“立春”节气，2022
年的“立春”节气在 2 月 4 日，
而即将到来的农历辛丑年（俗
称“牛年”）从 2021 年 2 月 12
日开始到 2022 年 1 月 31 日结
束，刚好避开了这两个“立春
日”，从而出现我国传统历法
中的“无春”现象，这样的年份
也被称为“无春年”。

农历“无春年”是如何形成
的呢？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
津市天文科普专家林愿解释

说，这是农历年长度有的年份
短于、有的年份长于回归年的
缘故。

回归年的长度为 365.2422
天，这就是相邻两个“立春”节
气之间的时间间隔。公历年平
均长度是 365.2425 天，与回归
年相差无几，所以“立春”在公
历年中的日期基本固定，绝大
多数年份为2月4日，个别年份
为2月3日或2月5日。而农历
年情况就不一样了，农历无闰月
的年份为353至355天，比回归
年少11天左右；有闰月的年份

为383天至385天，比回归年多
19天左右。于是“立春”在农历
年中的位置呈现出4种情况：在
年初；在年末；年初年末都有
（俗称“一年两头春”）；年初年
末均没有（俗称“无春”）。

本 世 纪 100 年 的 统 计 显
示，“一年两头春”的年份有37
次，“无春”的年份有37次，“年
初立春”的年份有12次，“年末
立春”的年份有14次。

林愿强调，“无春”只是没
有“立春日”，并不是说没有

“立春”节气。就2021年来说，

2月 3日至 2月 17日的这个时
间段都属“立春”节气范畴，而
农历辛丑年从 2月 12日开始，
恰在“立春”节气内。

“无春年”往往在民间被称
为“寡年”“哑年”“黑年”，关于
它的说法也有很多种，其中最
为普遍的一种是：“寡年无春，
不宜结婚”。对此，林愿等天
文科普专家明确表示，“无春
年”是正常的历法演变，与婚
丧嫁娶、吉凶福祸毫无关系，
公众不要盲从，更不要相信这
些迷信说法。

第四批国家药品集采开标

高血压等领域拟中选药品平均降价52%

国内首艘500千伏海底电缆
运维船在海南交付使用

防疫下的春运：如何消除这些隐患？
新华社记者 管建涛 王君宝 魏玉坤

即将到来的农历“牛年”现“无春”现象
不宜嫁娶？莫信！

据新华社北京2月3日电 教育
部网站3日公布关于做好2021年中
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
就进一步健全校园安全管理制度、

加强校园周边综合治理、落实校车
安全管理要求、开展学生欺凌防治
行动、深化网络环境专项治理等提
出明确要求。

通知提出，要加强对教职员工
和临聘人员教育管理，及时化解矛
盾纠纷。严格落实门卫值守和内部
巡查制度，禁止无关人员和爆炸物、

管制刀具等危险物品进入校园，严
防暴力恐怖事件发生。要加强对校
园周边网吧、学生托管点、小旅馆、
娱乐场所、无证摊贩等治安、卫生乱

点的清理整顿，做好对校园周边化
工厂、危化品仓库、加油站、油气管
道、重污染源、危险山体及水域等重
大安全隐患的排查整改。

银保监会通报光大银行
侵害消费者权益情况

新华社北京 2月 3日电（记者 谭谟晓
李延霞）银保监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局 3 日
发布《关于光大银行侵害消费者权益情况
的通报》，通报了对光大银行服务收费、理
财产品适当性及消保情况检查中发现的侵
害消费者权益的违规问题。

通报显示，光大银行存在违规代客操
作、短信营销宣传混淆自营与代销产品、适
当性管理落实不到位、个贷业务与保险产
品强制捆绑、存贷挂钩、违反质价相符原则
收取财务顾问费等6类违规问题。

通报指出，银行保险机构要引以为戒，
举一反三，排查整改，建立健全消费者权益
保护机制，切实承担起主体责任，有效保护
消费者合法权益。

教育部发布通知要求

加强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严防暴力恐怖事件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育新机开新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