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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一

直牽掛着廣大人民群眾的身體健康和

用藥安全，他強調：要始終把人民群

眾的身體健康放在首位。他指出，

「要密切監測藥品短缺情況，採取有效

措施，解決好低價藥、『救命藥』、

『孤兒藥』以及兒童用藥的供應問

題。」 ■新華社

關心的百姓身邊事
總書記

「「一粒藥一粒藥」」的重量的重量
——始終把人民群眾健康放首位始終把人民群眾健康放首位

針對癌症發病率逐年升高趨勢，近年
來，為了讓患者早日用得起新藥、好藥，
國家有關部門打出了抗癌藥零關稅、醫保
談判、藥品集中採購的「天價藥」降價組
合拳。
2017年7月，包括15種腫瘤靶向藥物在內

的一批進口藥被納入《國家基本醫療保險、
工傷保險和生育保險藥品目錄》並大幅降
價。
2018年5月1日起，中國以暫定稅率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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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進口關稅降為零。
「以前用靶向藥格列衛都是自費，每年花
費7萬多元（人民幣，下同）。現在藥價降
了，而且進醫保了，負擔減輕一半以上，生
活更有希望了。」長春市患病8年的慢粒白
血病患者趙先生說。

山東大學第二醫院腫瘤防治中心副主任張
在雲表示，針對肺癌的進口治療藥物吉非替
尼，患者每月光藥費就得花15萬元左右。近
一兩年，國產仿製藥上市，患者每月僅需花
費1,494元；同時倒逼進口吉非替尼價格下
降至每月 6,840 元，並納入醫保範疇。
「『救命藥』終於走近了普通工薪患者。」
張在雲說。
除了抗癌藥價格逐漸「親民」，藥品集中

採購和使用機制也讓多種「天價藥」降價效
果顯著。
今年4月，國家組織藥品集中採購和使用

試點在11個城市步入落地實施階段。通過帶
量採購，25個中選藥品平均降幅52%，最大
降幅超過90%。
國家醫保局醫藥服務管理司司長熊先軍介

紹，這項政策的落地預計節省藥品費用58億
元，其中為患者節省藥品支出約23億元。

負擔減輕，生活更有希望

在一輛冷鏈運輸車裡，處於-16℃以下
冷凍狀態的牛胰臟正從長春運往吉林敖東
藥業集團延吉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質檢員
做完動物種屬、健康檢疫、冷鏈運輸、新
鮮度檢測等一系列質量檢查後，這些臟器
才被允許用作生產藥品的原料。
「源頭把關是我們生產出放心藥的第
一步。」公司生產副總經理尤海濤說。
49歲的燈檢線操作工朱秀芳的任務是

檢查生產線上9萬支藥品的外觀性狀及真
空完整性。如今，這麼大的檢測數量，
僅需兩個人就能完成。公司使用的從意
大利引進的全自動凍乾粉針偵檢機，不
僅可以100%檢測出產品的外觀完整性，
還能實現產品真空密封性的逐瓶檢查，
確保產品的無菌性。
據記者了解，為全面提高藥品生產質
量，吉林敖東藥業集團延吉股份有限公

司無論是藥品生產還是產品檢測，全部
實現了自動化、可控化和智能化，最大
限度避免了混淆、差錯、污染風險，實
現了精準製造。
「小小一粒藥，承載着一個企業的責
任，更承載着國家對民生的關切，我們
一定牢牢把好藥品質量關，保障好廣大
人民群眾的用藥需求。」吉林敖東藥業
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李秀林說。

質檢員：讓每一粒藥安全可靠放心

新版國家基本藥物目錄出台、促進仿
製藥研發創新、抗癌藥零關稅、藥

品集中採購、加快新藥審批……承載着
「一粒藥」的重量，在全社會的共同努
力下，一場更好地保障廣大人民群眾用
藥需求的改革正強力推進。

鱗狀細胞癌患：我的「救命藥」來了
「我之前用的是進口注射用鹽酸博萊
黴素，屬於替代藥品，不僅價格貴，而
且經常出現用後發燒的情況。去年以
來，終於用上了此前一直斷貨的國產注
射用鹽酸平陽黴素，價格低，副作用
小，對於我和病友來說是真正的救命
藥。」鱗狀細胞癌患者許女士說。
許女士所說的「救命藥」產自吉林敖東
藥業集團延吉股份有限公司，屬於國家基

本藥物及臨床短缺品種。由於該藥品對應
的患者人數較少，加之藥價低，研發成本
高，企業難以盈利，曾經很長一段時間在
醫療機構和市場上「消失」。
2015年7月16日，習近平總書記來到

吉林敖東藥業集團延吉股份有限公司，
看產品展示，到車間了解工藝流程，勉
勵他們跟蹤生物製藥前沿動態，加強技
術研發合作，努力打造科技含量和附加
值更高的產品，為攻克人類疾病難題、
促進群眾身體健康多作貢獻。
當年，吉林敖東投資1億多元（人民
幣，下同），引進國家一類抗腫瘤新藥
「注射用鹽酸博安黴素」和國家基本藥物
及臨床短缺品種「注射用鹽酸平陽黴
素」，設計新建了兩條高科技生產專線。
山東省醫保局醫藥價格和招標採購處

副處長劉智介紹，當
地通過採取開放式掛
網管理、網下應急採購
等措施，解決了過去藥雖
然生產出來了，但是醫療機構
卻買不到的尷尬局面。
國家藥監局有關負責人介紹，通過對

臨床急需境外上市新藥、罕見病藥品設立
專門通道審評機制，對具有明顯臨床價值
的藥品包括兒童用藥實行優先審評審批，
加快推進仿製藥質量和療效一致性評價等
舉措，推動解決藥品短缺問題。
截至目前，已有抗腫瘤藥鹽酸阿來替

尼膠囊、奧拉帕利片、罕見病藥司來帕
格片、諾西那生鈉注射液等18個品種批
准進口上市，892個申請納入優先審評審
批。

白血病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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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內本月消費者信心指標全線下跌

昨日，台當局立法機構的中國國民黨黨
團舉辦觀光業者陳情協調會，邀請觀

光業團體負責人向當局有關部門說明陸客
來台人數縮減所帶來的衝擊。
中國國民黨籍民意代表曾銘宗說，民進
黨當局對兩岸政策「束手無策」，導致陸
客來台個人遊被叫停，旅館、遊覽車、精
品店等觀光業者陷入經營困境。
昨日的陳情協調會以閉門會議形式進
行。在會前開放媒體採訪時，台灣海峽
兩岸旅行發展協會理事長姚大光表示，

陸客人數減少將給台灣觀光業帶來逾千
億元（新台幣，下同）的實質損失。雖
然當局本月推出36億元補助台灣民眾島
內旅遊的方案，但這對於業者來說是杯
水車薪。

逾半數遊覽車遭閒置
「許多人問我們，為什麼把雞蛋都放在

同一個籃子裡。」姚大光不贊同這一說
法。以去年為例，他指出，境外遊客中，
陸客佔約四成、東南亞遊客兩成、日本遊

客一成五，這樣的結構是「非常健康
的」。

導遊感受冷暖最明顯
台灣租車旅遊集團負責人徐浩源說，

2016 年「5．20」以前，台灣有遊覽車
2,500輛；政黨輪替後，遊覽車數量逐漸減
少至1,800輛左右；隨着團客人數減少，
現在僅剩約600輛至700輛。對於尚存的
遊覽車閒置問題，希望有關部門出台補貼
政策。

台灣中華觀光精品產業協會理事長吳建
忠指，今年3月起，為因應遊客人數增
加，台灣不少精品店增加了人手。但8月
個人遊旅客減少後，店家的人工成本壓力
陡增。
台灣觀光導遊協會負責人稱，導遊是感

受觀光業冷暖最明顯的職業。在台灣旅遊
的黃金時期，很多人願意當導遊。過去，
很多遊覽車是由夫妻承包，丈夫當司機、
妻子做導遊，現在這樣的家庭面臨很大的
生存壓力。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據 中 新 社 報

道，台灣多個觀光業團體負責人

昨日在台北表示，本月以來，大

陸遊客人數驟減，台當局即便在

其他方面進行補助也是杯水車

薪。2016 年「5·20」以前，台

灣有遊覽車 2,500 輛；政黨輪替

後 ， 遊 覽 車 數 量 逐 漸 減 少 至

1,800 輛左右，而現在僅剩約六

七百輛。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
灣「中央大學」台灣經濟發展研究中
心昨日發佈的本月消費者信心指數降
至79.74點，其中就業機會更下探至
逾8年半以來新低。學者指出，製造
業景氣走緩及無薪假人數增加，都影
響消費者信心。
台灣本月消費者信心指數為79.74

點，與上月相較，下降1.74點。物價
水準、家庭經濟、投資股市時機、購
買耐久商品、經濟景氣、就業機會6
項子指標分數全部下降。從絕對水準

來看，6項子指標皆偏向悲觀。
值得注意的是，就業機會調查結果

為 94.0 點，與上個月相比下降 3.6
點，不僅是本月下降最多的指標，分
數更下探至2011年1月以來的低點。

就業機會探逾8年新低
「中央大學」台灣經濟發展研究中

心執行長吳大任分析，就業機會指標
過去7、8年來，多在100點以上，屬
於樂觀。然而，上月跌破100點，轉
為悲觀；本月又續探新低。推測除了

畢業季的季節性因素，製造業景氣不
振，勞動市場需求下降；加上日前當
局公佈最新一期無薪假人數，創今年
新高，這些都會衝擊消費者的就業信
心。
吳大任表示，台灣當前經濟情勢

「外冷內溫」，出口不佳；但零售表
現不錯，且台商回流挹注內需，這些
有助於支撐消費信心。不過現在島內
觀光產業開始受到影響，未來如果進
一步衝擊住宿餐飲業，內需可能開始
鬆動，經濟增長也會受到影響。

對台融合發展探新路
福建各地爭下先手棋

「爛蔡」上台三年 旅業慘狀空前
島內遊覽車原有2500輛 如今僅剩六七百

 &
繼福建省在省級層面

推出對台融合發展探新
路若干舉措後，短短3個
月內，多地結合當地特

色和實際，積極細化落實方案，認領
對台融合發展的歷史任務。

福廈發揮關鍵性作用
作為福建省經濟實力最強的地區，

福州和廈門將在推動和馬祖、金門通
水、通電、通氣、通橋等方面起關鍵
性作用。福州將發揮榕馬磋商會機制
平台以及民間協會作用，推進榕馬
「小四通」工作。廈門則推動通過海
纜輸電方式向金門通電，推進向金門
供應液化天然氣和推進開展廈金大橋
建設的前期工作。 除了互聯互通，福
州將提升榕馬經貿合作水平，廈門則
欲打造「廈金共同生活圈」。

福建省金門同胞聯誼會會長陳篤彬
認為，榕馬、廈金合作將成為兩岸融
合發展的「先手棋」。

平潭打造兩岸主通道
再過一年，福平鐵路將具備通車條

件。屆時，從北京可以乘坐動車直達
大陸距離台灣本島最近的平潭。平潭
官方稱，推動兩岸四通先行工程，預
留台海通道，為未來兩岸通高速高鐵
做準備。 打造兩岸往來主通道，平潭
將加密平潭至台北、台中客運航線，
降低票價。優化航線組合，逐步增加
貨運航次，實現平潭至台北、台中、
高雄周班貨運直航常態化。開闢對台
郵輪航線，加快金井郵輪碼頭改造和
相關配套設施建設，爭取2020年開闢
對台郵輪航線。

此外，平潭還將完善對台口岸配套
設施。加快建設海西進出境動植物檢
疫隔離中心、澳前保稅物流園二期、
快遞物流中心、兩岸郵件處理中心等
項目，為兩岸特色貿易發展提供支
撐。

在對台農業合作方面，農漁業成為
廈門、平潭推動兩岸融合發展的突破
口。廈門將擴大台灣農漁產品在廈銷
量，加快建設歐厝漁港對台漁業水產
品集散交易中心。平潭將打造閩台農
漁業融合發展產業園區。 ■中通社■本月台消費者信心的6項指標降低。圖為島內一家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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