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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新闻

注射剂成为集采“大户”

此次集采的一大亮点：在第五
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中，注射剂品
种占集采品种总数一半，涉及金额
约占此次集采总金额70%，成为集
采“大户”。

“通过注射剂集采，临床患者
受益面将进一步拓宽。”上海市医
疗保障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
处长龚波介绍，集采注射剂均通过
一致性评价，价优的基础上疗效也
有保障。其中，抗生素类注射剂价
格降幅明显，如常用头孢的价格降
幅达到75%。

据了解，此前集采注射剂仅有
1年的采购周期，此次集采注射剂
的采购周期与口服制剂相同，视中
选企业数量给予1年至3年不等的
采购周期。

“相较于口服片剂，注射剂的
主要市场是在医疗机构。”中国社
会科学院教授姚宇说，注射剂集采
比重的提升，将进一步为公立医院
节约相应的医保资金，为公立医院
发展准备“资金弹药”。

集采品种数量创新高

61 种 拟 采 购 药 品 采 购 成 功
——此次集采品种覆盖高血压、冠
心病、糖尿病、消化道疾病等常见
病、慢性病用药，以及肺癌、乳腺
癌、结直肠癌等重大疾病用药。一
批常用药品费用将明显降低。

“在抗癌药中，包括紫杉醇、盐
酸吉西他滨、多西他赛、奥沙利铂
等重要化疗药物中选。”复旦大学
公共卫生学院教授胡善联说，对肿
瘤患者来说，这将大幅降低医疗费

用。
此外，不少药品品种均是首次

“亮相”集采名单，比如造影剂碘克
沙醇注射液、营养剂ω-3鱼油中/
长链脂肪乳注射液等。

采购金额创新高

“中标的ω-3 鱼油中/长链脂
肪乳注射液在临床上主要应用于
需要肠外营养治疗的患者。”贝朗
医疗高级业务总监刘杰介绍，该药
原价为 400 多元，中选价格降到
113.91元。

“这次集采竞争最为充分和激
烈的是抗凝药利伐沙班片。”龚波
介绍，20多家企业参与竞争，入围
限价为每片27.6元，最终平均中选
价约每片 0.5 元，最低达到每片
0.18元，集采产品的充分竞争可以

帮助降低患者治疗费用，并节省更
多医保资金。

此次集采拟中选药品平均降
价 56%，按集采前价格计算，涉及
公立医疗机构采购金额 550亿元，
创下历次集采新高。

外资企业中选数显著提升

第五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共
148家企业的251个产品获得拟中
选 资 格 ，投 标 产 品 中 选 比 例 为
71%，相比前四批集采的中选比
例，投标产品中选率趋于稳定。

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五批国家
组织药品集中采购中，有 10 家外
资医药企业的 11 个产品拟中选，
涉及法国赛诺菲、美国通用、德国
费森尤斯、以色列梯瓦等，外资企
业中选数较前四批有明显提升。

“参与这次集采申报的外资企
业约有 50 家。”姚宇说，外资企业
参与集采的积极性正在提高。这
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通过一致
性评价的国产仿制药正给外资企
业带来竞争压力。

“外资药企对我国药品集采制
度的认可度和响应度在提高。”龚
波说，通过参与集采，外资药企的
原研药也在不断惠及患者。比如
原研药奥沙利铂价格降幅约83%，
这将进一步惠及肿瘤患者。

国家医疗保障局有关负责人
表示，五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已经
覆盖 218个药品品种。下一步，按
照常态化制度化开展药品集中带
量采购工作的要求，国家组织药品
集中采购范围将持续扩大，进一步
提高群众受益面和获得感。

（新华社北京6月24日电）

新华社北京6月 24日电（徐鹏航）国家卫健委
近日印发《0～6岁儿童眼保健及视力检查服务规范
（试行）》，其中明确，为0至6岁儿童提供13次眼保
健和视力检查服务。

“0 至 6 岁是儿童眼球结构和视觉功能发育的
关键时期，6岁前的视觉发育状况影响儿童一生的
视觉质量。”国家卫健委有关专家表示。

据介绍，这一时期发生的眼部疾病及视力不
良，如未及时诊治，可能影响儿童眼球发育，导致儿
童视觉发育迟滞，即使戴镜矫治也无法恢复为正常
视力，一些严重眼部疾病甚至会致盲。因此，0至 6
岁是开展儿童眼保健及视力检查的重要时期。

服务规范明确，根据不同年龄段正常儿童眼及
视觉发育特点，结合 0至 6岁儿童健康管理服务时
间和频次，为0至 6岁儿童提供13次眼保健和视力
检查服务。

国家卫健委有关专家表示，儿童视觉从出生开
始逐步发育，不同年龄段需要筛查、诊断和干预的
眼病不同，每个年龄段眼保健重点也不同。服务规
范聚焦新生儿期、婴儿期、幼儿期和学龄前期，明确
要求不同时期开展不同检查。

服务规范指出，0 至 6 岁儿童眼保健及视力检
查服务主要由具备相应服务能力的乡镇卫生院、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或县级妇幼
保健机构及其他具备条件的县级医疗机构提供。

此外，服务规范强调开展健康教育，明确要求
指导家长树立近视防控意识，从小从早抓好预防。
要求引导家长重视保护 0至 6岁儿童远视储备量，
强调远视储备量不足可能会发展为近视。

“对于6岁之前的儿童，防控近视的重点是形成
良好的用眼习惯，积极参加户外活动和体育运动，
防止远视储备量过早过快消耗。”国家卫健委有关
专家表示。

在自诩为“人权旗手”的英国，
种族主义根深蒂固，少数族裔权利
长期得不到合理保障，政府还处心
积虑地掩盖英军在海外的战争罪
行。种种自欺欺人、“双标”的行为，
受到英国国内外的质疑和谴责，也
让世人进一步看清其伪善面目。

“在这样的国家里，暴力和种
族主义盛行……”英国作家达伦·
麦加维在《英国下层阶级的愤怒》
一书中这样写道。

“白人至上主义”

英国的种族问题由来已久，许
多少数族裔生活状况堪忧。英国
公共政策研究所最新研究发现，英
国有 7%的人面临财务困难，而在
非白人群体中，这一比例高达12%
到18%。

然而，今年3月英国发布的一份
报告却宣称，没有充足证据表明英
国存在系统性、制度性种族歧视，在
教育和就业领域种族平等问题上，
英国应被视为“白人占多数的国家
中的典范”。这一说法引发英国少
数族裔强烈抗议和社会各界普遍质
疑。联合国人权问题专家发表声
明，强烈谴责英方报告歪曲和捏造
事实，以美化种族等级制度的陈词
滥调为“白人至上主义”辩护。

英国工党影子内阁外交大臣
莉萨·南迪说，这份报告看起来试
图淡化英国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她
对此感到“深深的失望”。

英国社会指标委员会指出，受
新冠疫情影响，英国少数族裔的贫
困率是白人的两倍，疫情引发的失
业和降薪问题“不成比例”地影响
着他们。

在疫情冲击下，英国少数族裔
不仅生活更加举步维艰，生命权和
健康权也面临更大威胁。国际医学
期刊《柳叶刀》刊登的一份报告显
示，在此次疫情中，英国少数族裔比
白人面临更大的感染和病亡风险。
英格兰公共卫生署6月发布的一份
报告指出，英国孟加拉裔群体的新
冠病亡率是白人的两倍，而其他亚
裔、加勒比裔和非洲裔群体的病亡
率也分别较白人高10%至50%。

英国医师协会主席纳格保罗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如果英国政
府想解决医疗系统的不平等状况，
现在就必须承认困扰英国社会数
十年之久的结构性不平等问题。

掩盖战争罪行

最近，英国提出的一项“海外

行动（现役和退伍军人）”法案引
发国际社会关注。根据该法案，对
于英国军人在海外实施的酷刑等
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如发生时间超
过 5年，原则上不予起诉。联合国
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曾指
出，该法案如获得通过，将使在海
外执行任务的英军不必为严重违
反国际法的行为负责。

这无疑是英国政府试图掩盖
英军海外战争罪行的又一例证。
大量证据显示，英军 2003 年曾在
伊拉克南部城市巴士拉抓捕数千
名伊拉克平民，并对其中一些人施
以酷刑，造成多名无辜平民死亡。
英国特种部队还在阿富汗多次以
反恐为名夜袭村庄、屠杀村民，以
此冒充“反恐战绩”，相关战争罪行
指控多达 3400 多起，其中大部分
未得到调查。

2014 年，英国军方曾试图对
600 多起英军士兵在阿富汗战场
涉嫌违纪违法的案件展开调查，但
英国媒体后来报道说，随着调查深
入，越来越多性质恶劣的案件浮出
水面，军方高层担心真相曝光后

“危及国家安全和公众信任”，决定
大幅缩小调查规模，大事化小、小
事化了。

如今，这种掩耳盗铃的行为还
在继续。英国记者理查德·梅德赫
斯特在“今日俄罗斯”网站上撰文
指出，“海外行动（现役和退伍军
人）”法案的通过将让许多英军战
争罪行难以得到法律的审判。英
国在历史上的殖民、占领和奴役行
为曾给世界许多国家的人们带来
无尽的苦难，而如今的区别是它

“摘掉了手套、拿掉了伪装”。
（新华社北京6月24日电）

据新华社北京 6月 24 日电 俄罗斯国防部 23
日发布消息说，俄罗斯黑海舰队与俄联邦安全局当
天为制止英国驱逐舰侵犯俄罗斯边境，被迫开火警
告将其驱离。

消息说，英国海军“保卫者”号驱逐舰23日中午
在黑海西北区域活动时越过俄罗斯边界，俄边防军
舰随后开火警告，苏-24M飞机向英国驱逐舰航行
方向投掷航空炸弹。英国驱逐舰在黑海舰队与俄
联邦安全局的联合行动下驶离相关海域。

俄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在新闻发
布会上表示，俄罗斯将本次事件定义为英国的无礼
挑衅、严重违反国际法和俄罗斯法律，俄外交部将
召见英国驻俄大使。

英国国防部新闻办公室23日发布两则声明，否
认英国军舰在黑海遭俄方开火驱逐。一则声明说，
英国军舰在黑海没有遭遇俄方开火示警，当时这艘
英国军舰“正遵循国际法无害通过乌克兰领海”。

另一则声明说：“我们相信俄方当时正在黑海
开展射击演习，并就这一演习发出预警。没有人向
英国军舰开火，我们不认同炸弹落在英国军舰航线
上的说法。”

据报道，由乌克兰和美国主导的本年度“海上
微风”联合军事演习将于 6 月 28 日至 7 月 10 日举
行，多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参加。

新华社加德满都6月24日电（记者 周盛平 易
爱军）尼泊尔总理奥利日前主持尼泊尔投资局会
议，批准将与中国联合开发的三个水电站中的最后
一个。这笔总投资约 12 亿美元的水电项目，将进
入具体实施阶段。

此次批准的下玛囊马相迪水电开发项目，位于
尼泊尔西部的玛囊县和勒姆宗县，总投资 2.8 亿美
元。投资方为川投国际尼泊尔水电联合开发公司。

该合资公司 2017 年 11 月在加德满都成立，由
四川省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成都兴城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四川省清源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和布德沃
尔电力公司四家中尼企业组成。

合资公司中方负责人吴勇介绍，马相迪水电站
采用“中国标准、中国技术、中国设备、中国管理”的
全产业链开发模式。项目能带动当地现代化农业、
工业、旅游业发展，并创造大量就业岗位。

合资公司尼方负责人普拉丹告诉新华社记者，
另外两个水电站项目已得到投资局批准，现在可进
行开建前的准备工作。

据了解，三个水电站都位于马相迪河上，装机
总容量超过600兆瓦。

“人权教师爷”真面目之三：

英国，卸妆的“人权旗手”
新华社记者 宋盈

采购品种创新高 一大波降价药品“在路上”
——聚焦第五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

新华社记者 彭韵佳 龚雯 沐铁城

6 月 24 日拍摄的丽香铁
路 金 沙 江 特 大 桥（无 人 机 照
片）。

目前，丽江至香格里拉铁
路（丽香铁路）建设正在有序
推进，路基、桥梁已完成 97%，
全线 20 座隧道已贯通 16 座，3
座车站站房已全面进入装饰
装修，铺轨工程完成 13 公里。

据 了 解 ，丽 香 铁 路 正 线
全 长 约 140 公 里 ，建 成 通 车
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将
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从昆明
到香格里拉有望 4 个小时抵
达。

新华社记者 王冠森 摄

儿童眼健康新规来了！

0至6岁儿童可享13次
眼保健和视力检查服务

中国尼泊尔投资12亿美元
联合开发三个水电站

俄军舰黑海驱离英国驱逐舰
英方否认

丽江至香格里拉
铁路建设
有序推进

6 月 23 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右）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巴黎总统府爱丽舍宫出席新闻发布会。欧盟委员会主
席冯德莱恩 23 日在巴黎宣布，法国经济复苏计划获得欧盟批准。 新华社记者 高静 摄

据新华社斯德哥尔摩6月 23日电（记者 付
一鸣）欧洲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 23 日发布的最
新风险评估说，最初在印度发现的新冠变异病毒
德尔塔毒株预计将于 8 月成为欧洲流行的主要
毒株，必须加速接种新冠疫苗。

欧洲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在风险评估报告
中指出，基于现有证据，德尔塔毒株比阿尔法毒
株（英国首先报告的 B.1.1.7 变异病毒）的传播力
高40%至 60%，预计到8月初，欧盟、欧洲经济区
约70%的新增确诊病例感染的是德尔塔毒株，到
8月末这一比例将达到90%。

欧洲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还警告说，如果放
松保持社交距离、手部及呼吸道卫生和戴口罩等
个人防护措施，每日新增确诊病例数及相应的住
院人数和死亡人数都可能会上升到去年秋季的
水平。

欧洲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呼吁必须加快疫
苗接种的速度。针对需接种两剂的疫苗，已接种
一剂的人群应尽快按计划接种第二剂，以提高保
护力。

欧洲疾控中心：

德尔塔毒株将在8月
成为欧洲流行的主要毒株

欧盟批准法国经济复苏计划欧盟批准法国经济复苏计划

复兴号上高原！

拉萨至林芝铁路
明日开通运营

据新华社北京 6 月 24 日电
（记者 樊曦 刘洪明）记者24日从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
拉萨至林芝铁路将于 6月 25日开
通运营，复兴号高原内电双源动车
组同步投入运营，拉萨至山南、林
芝最快 1 小时 10 分、3 小时 29 分
可达。

拉林铁路起自西藏自治区拉
萨市，经山南市贡嘎县、扎囊县、
乃东区、桑日县、加查县和林芝市
朗县、米林县，到达林芝市区，全
长 435.48 公里，设计时速 160 公
里，为国家 I 级单线电气化铁路，
初期开通运营办理客货运输业务
的有贡嘎、扎囊、山南、桑日、加
查、朗县、米林、岗嘎、林芝 9 个车
站。

商务部：

加快推进落实
二手车交易登记跨省通办

新华社北京 6 月 24 日电（记者 王雨萧 于佳
欣）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24日说，商务部将会同
相关部门推动取消对二手车交易的不合理限制，加
快推进落实二手车交易登记跨省通办，进一步便利
二手车交易。

高峰在商务部当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
介绍，随着我国汽车市场由增量市场向存量市场转
变，升级换购在汽车消费中的占比逐步提高，二手
车交易市场潜力巨大。商务部正在会同有关部门，
围绕取消二手车限迁政策、便利二手车交易、推动
二手车信息开放共享、创新二手车流通模式等四个
方面，着力推动二手车市场加快发展。

第五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 23 日在上海开标，产生拟中选结果：拟中选企业 148 家，拟中选产品 251 个，拟中选药品平均降价 56%。按约定
采购量计算，每年可节省 255 亿元。

这是国家组织药品集采规模最大的一次。涉及品种数量最多、涉及采购金额最高、注射剂品种占比最高等看点，使得此次集采备受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