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項好的利民
政策，遲遲不能
轉化為民眾實

惠，這確實令人着急。着急的同
時，人們自然還會疑惑，為什麼那
邊進口汽車的關稅剛出新政，這邊
很多汽車的價格就應聲下降。而涉
及救人大事的進口抗癌藥價格，為
何反應如此遲鈍呢？

需多部門協商 難在短期見效
這是因為，我國的汽車價格完全

是通過市場調整，而藥品價格還必
須遵循政府定價。問題是，藥品價
格還不是一個部門說了算，需要在
國家衛健委、發改委、人社部以及
醫保部門等多個部門協商的基礎
上，與廠家進行談判或者集中招標
採購制定，中間過程相對複雜，每
調整一次藥品價格都需要幾個月的
準備與執行過程。對於一個5月1日
開始實施的新政，不大容易在短期

內作出對應的調整。而且，此次藥品價格調
整，最原始的起點是稅率調整，除了關稅，
還涉及增值稅，需要協調的內容或更多。

與此同時，進口藥品在中國的銷售，一般
都需要國外企業在中國設立分公司或者尋找
代理來實施，其價格也是先期在國內進行備
案，並非完全按照成本進行核定，現在因為
稅費改變，要求對方進行價格調整，顯然也
需要一個協商和談判的過程。特別是一些國
際藥企，在一些藥品領域一家獨大，在價格
方面還擁有較強的話語權。

針對這種情況，相關部門或許有必要對藥
品價格的管理，作出適當的調整。 ■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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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脫貧攻堅必須真抓實幹

內地4G網絡已覆蓋99%人口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

工業和信息化部前日發佈的數據顯示，
截至4月底，中國4G網絡覆蓋全國95%
的行政村和99%的人口，超過95%的行
政村實現光纖寬帶網絡通達。
工信部稱，今年實施「深入推進網絡

提速降費 加快培育經濟發展新動能
2018專項行動」，廣大消費者和全社會
進一步享受到信息通信發展帶來的成
果。
數據顯示，在寬帶網絡建設方面，截

至4月底，完成固定資產投資671億元
人民幣，比上年同期增長16%。全國新
增光纖寬帶端口4,000萬個；新建4G基
站12萬個，總數達340萬個。
多地電信企業實施新一輪免費提速，

全國使用100M及以上寬帶的用戶增加

3,700萬戶，佔比達47%。北京、上
海、重慶、成都、鄭州等數十個城市已
開始提供千兆寬帶業務。
寬帶發展聯盟近日發佈報告稱，今年

第一季度中國固定寬帶網絡平均下載速
率突破20M大關，4G網絡訪問互聯網
時的平均下載速率達每秒19.12MB，中
國網速已進入全球第一梯隊。
移動網絡流量消費潛力持續高速釋

放，2018年4月當月戶均使用移動互聯
網流量 3.4GB， 比去年同期增長
154%。
初步統計，全國各地已在6.6萬熱點

區域部署接入點設備，在行政服務大
廳、交通樞紐、核心商圈、旅遊景區等
提供免費上網服務，今年還將新覆蓋
8,000多個熱點區域。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昨日起，
深圳海關全面取消供港鮮活商品「中華人民
共和國文錦渡出入境檢驗檢疫一般貿易貨物
出境集中報檢申報單」（簡稱「文檢
單」），停用原檢驗檢疫「鮮活集報業務系
統」，供港鮮活商品企業在文錦渡口岸僅需
一張「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出口貨物集中申
報清單」（簡稱「集中申報清單」），在一
個系統申報，即可完成通關手續。
據了解，文錦渡口岸是內地供港鮮活商品

出口的唯一指定陸路口岸，供應香港市場
85%以上的鮮活商品。「文檢單」是原檢驗
檢疫機構用於驗放供港鮮活商品與海關聯繫
的業務單證。
以前，供港鮮活商品通關需要申報原檢驗

檢疫機構的「文檢單」和海關的「集中申報
清單」兩張單證。在檢驗檢疫職責和隊伍劃
入海關後，深圳海關針對供港鮮活商品通關
全流程進行改革，全面取消「文檢單」，真
正做到關檢業務深度融合，實現了企業申報
再簡化、通關環節再優化、單證數量再壓縮
和通關效率再加速。
據測算，取消「文檢單」後，至少可以為

供港企業節約50%的申報時間，每家企業至
少可以減少2名申報人員，一年為供港鮮活
商品企業節省通關成本逾千萬元人民幣，供
港鮮活商品的通關效率也將大大提升。
目前，供港鮮活商品通關已實現「一次申

報、一張單證、一個系統、一次查驗、一次
放行」。

深圳取消「文檢單」
供港鮮活品通關大提速

進口藥價企硬「零關稅」未見效
一定時間內若仍未降價 物價局將按政策調控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華商報》

及澎湃新聞報道，為了降低進口

抗癌藥物的價格，國務院決定從5

月1日起，將包括抗癌藥在內的所

有普通藥品、具有抗癌作用的生

物鹼類藥品及有實際進口的中成

藥進口關稅降至零，使我國實際

進口的全部抗癌藥實現零關稅。

但如今一個多月過去了，有多家

媒體在調查中發現，享受了進口

關稅新政紅利的藥品，銷售給患

者的價格還依然未有變動。

對於癌症病人來說，昂貴的進口藥藥
費，常常困擾着他們。近期新的政策

牽動了癌症患者的心，那就是5月1日起，
28類進口藥關稅降至零，其中包含了治療
癌症的常用藥；對進口抗癌藥品，減按3%
徵收進口環節增值稅。

患癌者家屬空歡喜
陝西西安市居民李先生48歲，他73歲的

母親去年9月在唐都醫院檢查出肺癌。「我
們最後採用了靶向療法，一直在吃鹽酸厄
洛替尼片，每盒1,365元（人民幣，下
同），一周一盒，一年下來近7萬元。」李
先生說，他一直關注着國家在這方面的政
策，5月1日後，進口抗癌藥「零關稅」
了，他想着母親的「救命藥」終於要降價
了，可誰知一個多月過去了，「我前兩天
去買，還是1,365元」。
李先生說自己很沮喪，「我們是普通家

庭，母親的癌細胞就靠鹽酸厄洛替尼片抑

制着，這個救命藥不能停，但它太貴了，
如果能降價，我們的經濟負擔就能減輕一
些。」李先生說，這個藥去年已納入醫
保，但資料交上去了，目前還沒報銷下
來。

銷售情況尚需觀察
在西安長樂中路，一家以經營進口抗癌

藥為特色的藥店店員表示，「零關稅」政
策出來後，不少病人前來問進口抗癌藥是
否降價，從目前看，所有進口抗癌藥上月1
日之後都沒有降價，至於何時降價、能降
多少，還要等通知。

陝西省物價局服務業價格處負責藥品價
格工作的人員說，關稅降為零，相關藥品
肯定會降價，這段時間沒降價可能是因為
這些進口藥還在按照之前的價格銷售，按
照「零關稅」進入中國市場的進口藥，銷
售情況還需要時間繼續觀察。
該工作人員說，除了麻醉藥品、第一類

精神藥品的價格是由國家管控的，其餘藥
品價格都是市場競爭的結果，進入醫療機
構的藥品，陝西省公共資源交易中心會進
行招標採購。如果經過一定的時間進口藥
依然沒有降價，物價局會督促醫療機構按
照國家政策降價，讓病人切實享受到這項

優惠。
陝西省公共資源交易中心負責醫藥耗材

業務的工作人員田浩說：「進口藥『零關
稅』後是否會調價，這個要等省衛計委的
政策，省衛計委藥政處下發政策和調價藥
品的清單後，我們會實施調價。從以往
看，有招標的方式，也有直接進行調價的
方式。」
陝西省衛計委藥政處職員則表示，一般

來說，進口藥的價格各省根據國家談的價
格執行，是全國統一定價，「我們在等國
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的通知，這個事情涉及
國稅等多個部門，可能會聯合發文。」

吸管重複用致5女染愛滋 浙醫判囚2年半
香港文匯報訊 據澎湃新聞報道，2017年

初，浙江省中醫院一名醫師因違規操作，致
5名治療者感染愛滋病病毒，引起輿論譁
然。上月28日，中國裁判文書網公佈該案
《趙金方醫療事故罪一審刑事判決書》，杭
州市上城區法院於2017年12月12日判決該
名醫生犯醫療事故罪，判處有期徒刑2年6個
月。
判決文書顯示，被告人趙金方係浙江省中

醫院檢驗科的主管技師，具體負責該院為降
低婦女流產概率而提供的「封閉抗體治療」
服務項目中淋巴細胞的分離、培養、收集、

提純操作。
經審理查明，2016年12月30日上午，趙

金方在醫院「封閉抗體治療」服務項目培養
室獨自收集、提純培養後的整批共34份男性
淋巴細胞時，未認真做操作前的準備工作，
在操作開始後發現備用的一次性吸管不夠的
情況下重複使用同一根吸管，致使該批次淋
巴細胞被交叉污染。隨後，趙金方將受污染
的淋巴細胞交由護理部醫護人員對該34名男
性的配偶實施皮內注射。
根據判決書，案發後經緊急排查，至2017

年2月先後確認5名參加該批次皮內注射的女

性感染了HIV病毒，其中2人已懷孕。經進
一步檢測，發現該5名感染者的HIV毒株核
酸序列與前述感染HIV病毒男子的核酸序列
屬單系傳播簇、高度同源。同年2月8日下
午，被告人趙金方在其單位領導的陪同下到
杭州市公安局上城區分局湖濱派出所投案。

自首認罪 從輕處罰
杭州市上城區法院審理認為，被告人趙

金方作為醫務人員，在批量處理他人血樣
時違規操作，致使多人身體健康遭受嚴重
損害，其行為已構成醫療事故罪。公訴機

關指控的罪名成立。鑒於趙金方犯罪後自
動投案，並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有自首
情節，且認罪悔罪，可予從輕處罰，對辯
護人所提的相應意見予以採納。但辯護人
以趙金方主觀上係出於僥倖為由要求從輕
的意見，審理認為，正因為醫療事故罪主
觀方面係由過失構成，刑法規定了相對輕
緩的刑罰，再以過失為由要求從輕處罰顯
然於法無據，故不予支持。
據此，杭州市上城區法院於2017年12月

12日一審判處趙金方犯醫療事故罪，判處有
期徒刑2年6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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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州天然氣管爆炸釀24傷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貴州省
晴隆縣一處天然氣管道前日發生燃爆，當
地政府昨日通報稱，現場火勢已熄滅，事
故已造成24人受傷。
貴州黔西南州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昨日

通報說，事發管道位於晴隆縣沙子段，屬
於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中石油）。事故
中無人遇難，共造成24人受傷，其中急
危重3人、危重5人、重症16人，目前均
無生命危險。
前日23時20分許，中石油天然氣輸氣

管道貴州晴隆縣沙子段發生燃爆，管道兩
端自動控制系統第一時間自動關閉；昨日
2時30分許，火勢熄滅。
事故發生後，貴州黔西南州、晴隆縣有

關部門人員立即趕赴現場，全力開展搜救
工作。由於燃爆地點下着暴雨，搜救工作
仍在繼續。
據此前報道，本次事故中的中石油管道

貴州晴隆沙子段曾於去年7月2日發生過
一次燃爆。該次事故造成8人死亡、35人
受傷。對於同段管道連續2年發生燃爆的
情況，中石油晴隆縣分公司工作人員昨日
表示已對原因展開調查。

■有網民拍到爆炸現場火光沖天。
視頻截圖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
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
席習近平近日對脫貧攻堅工作作出重
要指示強調，脫貧攻堅時間緊、任務
重，必須真抓實幹、埋頭苦幹。各級
黨委和政府要以更加昂揚的精神狀
態、更加扎實的工作作風，團結帶領
廣大幹部群眾堅定信心、頑強奮鬥，
萬眾一心奪取脫貧攻堅戰全面勝利。
習近平指出，打贏脫貧攻堅戰，對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兩個一百
年」奮鬥目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行百里者半九十。各級黨委和政府要

把打贏脫貧攻堅戰作為重大政治任
務，強化中央統籌、省負總責、市縣
抓落實的管理體制，強化黨政一把手
負總責的領導責任制，明確責任、盡
銳出戰、狠抓實效。要堅持黨中央確
定的脫貧攻堅目標和扶貧標準，貫徹
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基本方略，既不急
躁蠻幹，也不消極拖延，既不降低標
準，也不吊高胃口，確保焦點不散、
靶心不變。要聚焦深度貧困地區和特
殊貧困群體，確保不漏一村不落一
人。要深化東西部扶貧協作和黨政機
關定點扶貧，調動社會各界參與脫貧

攻堅積極性，實現政府、市場、社會
互動和行業扶貧、專項扶貧、社會扶
貧聯動。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

李克強作出批示指出，實現精準脫貧
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必須打贏的攻堅
戰，是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重要抓
手。各地區各部門要全面貫徹黨的十
九大精神，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認真落實黨中
央、國務院關於打贏脫貧攻堅戰三年
行動的決策部署，進一步增強責任感
緊迫感，堅持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基本

方略，聚焦深度貧困地區和特殊貧困
群體，細化實化政策措施，落實到村
到戶到人，加強項目資金管理，壓實
責任，嚴格考核，凝聚起更大力量，
真抓實幹，確保一年一個新進展。要
注重精準扶貧與經濟社會發展相互促
進，注重脫貧攻堅與實施鄉村振興戰
略相互銜接，注重外部幫扶與激發內
生動力有機結合，推動實現貧困群眾
穩定脫貧、逐步致富，確保三年如期
完成脫貧攻堅目標任務。
打贏脫貧攻堅戰三年行動電視電

話會議昨日上午在京舉行。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扶貧開發領
導小組組長胡春華出席會議並講
話。他強調，各地區、各有關部門
要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於
脫貧攻堅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實李
克強總理批示要求，按照黨中央、
國務院決策部署，旗幟鮮明地把抓
落實、促攻堅工作導向樹立起來，
堅持目標標準，貫徹精準方略，壓
實攻堅責任，打造過硬的攻堅隊
伍，完善督戰機制，加強作風建
設，扎扎實實地把各項攻堅舉措落
到實處，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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