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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内

医保目录调整关系着每一名参保
人。国家医保局日前印发《2022年国
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
险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及相关文
件征求意见，这意味着今年医保目录
调整工作即将正式启动。

哪些药品有望纳入医保报销？谈
判药品协议到期后如何续约？这些都
能在工作方案中找到“答案”。

更多罕见病用药、儿童
药品等有望进医保

根据工作方案，目录外6类药品
可以申报参加2022年医保目录调整，
包括2017年 1月 1日至 2022年 6月 30
日期间，经国家药监部门批准的新通
用名药品、适应症或功能主治发生重
大变化的药品；新冠肺炎相关治疗药
品等。

与去年相比，2022年医保目录调
整新增了儿童药品、仿制药品等。其
中，儿童药品范围应在国家卫健委等
部门印发的三批鼓励研发申报儿童药
品清单中，仿制药品应在两批鼓励仿
制药品目录中。

“更多儿童用药进医保，能够减轻

患者用药负担。”中华医学会儿科分会
常委邹丽萍认为，这也将对医药市场
起到引导作用，鼓励更多企业专注儿
童用药研发，为患者带来福音。

在 2021 年国家医保目录调整中，
曾经每针70万元用于治疗脊髓性肌萎
缩症的诺西那生钠注射液经医保谈判
后，以3万余元被纳入医保，罕见病
患者用药引发更多关注。

截至目前，国内共有60余种罕见
病用药获批上市，其中40余种进入国
家医保目录，涉及25种疾病。

工作方案明确，2022年6月30日
前经国家药监部门批准上市的罕见病
治疗药品可以申报今年的医保谈判，
申报药品的说明书适应症中要包含有
《第一批罕见病目录》所收录罕见病。

分类对谈判协议到期药
品进行续约

在医保目录动态调整过程中，药
品谈判的“灵魂砍价”备受关注。医
保部门与医药企业就药品支付标准进
行磋商，并根据结果直接决定该药品
是否能进医保、以什么价格进医保。
2021年，经谈判进医保的目录外独家

药品有67个，平均降价61.71%。
根据《基本医疗保险用药管理暂

行办法》，原则上谈判药品协议有效期
为2年。协议期满后，对协议期内医
保基金实际支出与谈判前企业提交的
预算影响进行分析对比，按差异程度
降价，并续签协议。

《谈判药品续约规则 （征求意见
稿）》提出了纳入常规目录管理、简
易续约和重新谈判三种谈判药品续约
规则，并对三种续约方式进行详细规
定。

根据往年续约结果可以发现，经
过谈判续约成功的药品在价格上往往
更具优势。如2019年27个经过谈判成
功 续 约 的 药 品 ， 价 格 平 均 降 幅
26.4%；2020年 14种独家药品按规则
进行了续约或再次谈判，平均降价
14.95%。

充分发挥医保基金的杠
杆作用

国家医保局成立以来，连续4次
开展医保目录准入谈判，累计将250
种药品通过谈判新增进入目录，价格
平均降幅超过50%。通过谈判降价和

医保报销，2021年累计为患者减负约
1500亿元。

在坚持动态调整医保目录的基础
上，医保目录调整也在进行更多尝试
与探索。

此次工作方案首次提出，拟纳入
医保目录的非独家药品，采用竞价等
方式同步确定医保支付标准。

《非独家药品竞价规则（征求意见
稿）》提出，企业报价不能高于申报
截止日前2年内有效的省级最低中标
价和申报时提交的市场零售价格，并
将报价与医保支付意愿进行对比；对
于通过竞价纳入医保的非独家药品，
取各企业报价中最低者，作为该种药
品支付标准。

有专家表示，这将更加充分发挥
医保基金杠杆作用，对药品使用结构
和市场价格机制产生积极影响，进一
步减轻患者用药负担。

此外，今年的工作方案明确将独
家药品的认定时间定为2022年6月30
日，这将更好实现新药审批与进医保
的“无缝衔接”，鼓励新药研发创制。

新华社记者 彭韵佳
（新华社北京6月16日电）

哪些药品有望进医保？
——2022年国家医保目录调整“划重点”

新华社乌鲁木齐 6 月 16 日电 （记
者 郝玉 顾煜）16日10时53分，满
载乘客的5818次列车从新疆和田站驶
出，和若铁路正式开通运营。中国在
最大沙漠塔克拉玛干完成世界首条环
沙漠铁路线“最后一块拼图”，世界首
条环沙漠铁路线建成，让当地上千万
各族群众从中受益。

和若铁路全长825公里，设计时
速 120公里，一路向东穿越沙海，延
伸至甘肃、青海和西藏交界的若羌
县。它与现有格库铁路、南疆铁路共
同构成一条 2712 公里的环形铁路，

“环抱”塔克拉玛干沙漠。
这条国家 I 级单线铁路，串联起

沙漠里的点点绿洲，结束了塔里木
盆地南缘且末、民丰等 5 个县和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 3 个团场不通火车
的历史。

15 日 12 时和若铁路车票开售以
来，1000余张车票迅速售罄。常往返
于和田市与且末县之间的乘客帕提古
丽·亚森摇了摇手中车票说，过去只能
搭班车去且末，现乘坐火车出行便捷
平稳，能节省两三小时。

面对人迹罕至的沙漠，建设者同
步推进风沙防护工程与铁路建设，在
和若铁路沿线大量播绿，在风沙极其
严重地段，采用以桥代路方式，建成
总长近50公里的5座过沙桥，降低风
沙对铁路的威胁。

“和若铁路再一次向世界证明，中
国有信心、有能力在沙漠平稳运行铁
路。”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
司和若铁路总设计师杨宝荣说。

“环沙漠铁路打开人流、物流新通

道，沿线丰富的物产和旅游风光将走
进更多人视野，促进新疆尤其是南疆
地区经济繁荣。”民丰县基层干部李涛
表示，和若铁路将为尼雅遗址、安迪
尔古城等地带来更多游客，促进当地
旅游业发展。

千百年来，新疆地域辽阔，却又
行路艰难。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疆不
断加大铁路建设力度，一条条铁轨不
断向沙漠、绿洲延伸，新疆与祖国各
地联结更为紧密。

截至 2021 年底，新疆铁路营运

里程达 8151 公里。新疆已初步形成
以兰新铁路和兰新高铁为主通道、
临河至哈密铁路为北通道、格库铁
路为南通道的“一主两辅”交通格
局，曾经的“路网末梢”逐步变为

“区域枢纽”。

和若铁路开通运营

中国建成世界首条环沙漠铁路线

新 华 社 成 都 6 月 16 日 电 （记
者 童芳 肖林） 苦苦等待约 3000
年，三星堆青铜鸟脚人像终于找回

“另一半”。
16 日，三星堆考古研究团队宣

布将8号“祭祀坑”新发现的顶尊蛇
身铜人像与1986年2号“祭祀坑”出
土的青铜鸟脚人像残部拼对成功，
专家将这件文物重新命名为鸟足曲
身顶尊神像。在“分离”3000 年后
终于合体，专家认为这件充满想象
力的珍贵文物堪称中国青铜文明的

“巅峰之作”。
“这不是人像，应当是神像。”

现场见证两件文物“合璧”的专家
无不惊叹。“合璧”而成的这件鸟足
曲身顶尊神像，头顶尊、手撑罍、

脚踏鸟，身体向后翻起，完成了一
个高难度“动作”，反映了当时祭祀
行为中非常重要的仪式、行为。五
绺立发的人像造型，与之前三星堆
发现的辫发铜人像和髻发铜人像不
同，可能代表着三星堆又一种身份
的人群。

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拼积木”。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考古
研究所所长冉宏林介绍，跨坑文物
拼对，证实了以前的推测，对后续
文物修复有重要指导意义。这件合
体成功的青铜器预示，三星堆“祭
祀坑”的许多器物有可能是“一家
子”，到底还有多少青铜器可以拼
合，值得期待。

“这只是一个阶段性重要发现。

我们还需要做更多室内研究，才能复
原三星堆青铜器的整个样貌。”冉宏
林说。

8号“祭祀坑”新发现的顶尊蛇
身铜人像分为三部分，中间是一个
人首蛇身、凸目獠牙、戴有牛角面
具的铜人像，它的双手撑在一个带
方座的青铜罍上，头上还顶着一个
朱砂彩绘觚形尊，但在坑里没找到
它的下半身。

早就推测几个“祭祀坑”器物存
在拼对关系的专家通过研究，找到了
铜人像的下半身——青铜鸟脚人像。
青铜鸟脚人像已在三星堆博物馆展出
过，人像只有下半身，穿着云雷纹紧
身短裙，两腿健壮，小腿有“文
身”，双足似鸟爪突出，又踩在两只

怪鸟上。
三星堆博物馆官网上之前对它的

评价是：“鸟脚人像大概算是怪得最
出奇的一件。非常可惜的是，如此精
绝的器物偏偏缺了上半截，其本来面
目到底是一副什么模样？真是让人百
思不得其解。”

答案在 36 年后揭晓。冉宏林认
为，两件青铜器的“合璧”也说明2
号和8号“祭祀坑”同时形成，文物
在埋藏之前就被“分离”，这对了解
几个“祭祀坑”的年代关系、器物被
破坏的原因、当时的社会背景等，都
有重要价值。

三星堆的考古研究还在持续，考
古学家们像找拼图一样，为我们一点
点揭示三星堆古国的“庐山真面目”。

跨越3000年

三星堆鸟足曲身顶尊神像再“合璧”

新 华 社 北 京 6 月 16 日 电 （记
者 谢希瑶 边思琪） 商务部16日
发布数据显示，1至5月，我国企业
承接服务外包合同额7266亿元人民
币，执行额4663亿元，同比分别增
长11.9%和14.6%。以美元计，同比分
别增长15.9%和18.7%。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束珏婷在商
务部当天举行的网上例行发布会上
介绍，1 至 5 月，我国承接离岸服
务外包合同额 4129 亿元，执行额
2639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3.2%和
11.1%。以美元计，同比分别增长
17.0%和 15.1%。

从业务结构看，1至5月，我国
企 业 承 接 离 岸 信 息 技 术 外 包
（ITO）、业务流程外包 （BPO） 和知
识流程外包 （KPO） 执行额分别为
1157亿元、477亿元和1105亿元，同
比分别增长3.2%、11.2%和21.7%。

从区域布局看，1至5月，全国
37个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总计承接离

岸服务外包合同额 3683 亿元，执
行额2413亿元，分别占全国总额的
89.2%和 91.4%。长三角地区承接离
岸服务外包合同额1830亿元，执行
额 1361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0.5%
和 12.1%。

从国际市场看，1至5月，我国
承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成员国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
630亿元，同比增长8.5%，合计占我
国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的23.9%。

从企业性质看，1至5月，民营
企业承接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766亿
元 ， 占 全 国 29.0% ， 同 比 增 长
34.6%。外商投资企业承接离岸服务
外包执行额 1234 亿元，同比增长
10.3%，占全国46.8%。

从吸纳就业看，截至5月底，我
国服务外包累计吸纳从业人员1432
万人，同比增长8.0%。1至5月，服
务外包新增从业人员37万人，同比
增长4.8%。

前5个月我国承接服务外包
合同额同比增长11.9%

新 华 社 北 京 6 月 16 日 电 （记
者 徐壮） 记者 16 日从教育部获
悉，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
厅近日联合印发 《关于做好 2022
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
设岗位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根
据通知，今年全国招聘特岗教师
67000名。

2022年，中央“特岗计划”仍
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向原集
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国家乡村振
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等地
区倾斜；重点为乡村学校补充特岗

教师，持续优化教师队伍结构，进
一步加强思想政治、体音美、外
语、科学、劳动、心理健康、信息
技术、特殊教育等紧缺薄弱学科教
师的补充。

通知强调，各地要切实做好特
岗教师待遇保障，确保特岗教师
工资按时足额发放，按规定参加
社会保险，保证三年服务期满、
考核合格且愿意留任的特岗教师
及时入编并落实工作岗位。要认
真开展特岗教师培训工作，加强
岗前培训。

2022年全国计划招聘
特岗教师6.7万名

新华社北京 6 月 16 日电 为切
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
增强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国家卫生健
康委和全国老龄办日前联合印发通
知，要求深入开展2022年“智慧助
老”行动，帮助老年人提高智能手
机操作技能，提升老年人反诈防骗
意识。

根据通知，各地、各涉老社会
组织在实施“智慧助老”行动中，
要进一步聚焦疫情防控形势下，老
年人在生活消费、出行、就医、办
事等场景中遇到的智能技术运用困
难，重点围绕运用智能手机查询和
出示“健康码”、接收防控信息、采
购生活物资、预约挂号、查询交通
信息、紧急求助、防止电信诈骗等
环节，通过组织开展面对面讲座、
手把手教学、老年人之间“传帮

带”、家庭成员帮助以及线上课堂等
多种方式，切实帮助老年人提升智
能技术运用能力，推动解决老年人
在疫情防控中遇到的实际困难。

国家卫生健康委、全国老龄办
将依托“健康中国”新媒体平台及
各类短视频平台，利用全国“敬老
月”等时间节点，通过发起话题讨
论、开设线上教程、征集优秀视频
等方式，引导社会各界关注、参与

“智慧助老”行动，形成全社会共同
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的强
大合力。

通知指出，各地、各相关涉老
社会组织在组织开展线下活动时，
要严格落实属地疫情防控要求，做
好活动现场的疫情防控工作。各地
要探索建立“智慧助老”常态化、
长效性工作机制，推动“智慧助
老”行动可持续开展。

两部门发文开展“智慧助老”行动
提升老年人反诈防骗意识

新 华 社 北 京 6 月 16 日 电 （记
者 徐鹏航） 2022年 3月以来，全
球多个国家和地区报告了不明原
因儿童严重急性肝炎。目前该病病
因 不 明 ， 我 国 暂 无 相 关 病 例 报
告。为提前做好医疗救治准备，
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制定了《不明
原因儿童严重急性肝炎诊疗指南
（试行）》。

指南显示，截至2022年 5月20
日，欧洲监测系统数据显示，该病
可见于各年龄段儿童，5 岁以下多
见；住院患儿中14.1%需住重症监护
病房。2022年5月27日，世界卫生
组织公布，33个国家报告650例疑
似病例，至少38例需肝移植，死亡
9例。现有证据未发现各病例之间存
在明显的流行病学关联，尚不支持
其为传染性疾病。

指南介绍，不明原因儿童严重
急性肝炎临床表现为急性起病，

多表现为乏力和纳差、恶心、呕
吐、腹泻、腹痛等消化道症状，
随之出现尿色黄赤，皮肤、巩膜
黄染，部分患儿可有大便颜色变
白、肝脏肿大、发热和呼吸道症
状，个别可有脾脏肿大。少数病
例可在短时间内进展为急性肝衰
竭，出现黄疸进行性加重、肝性
脑病等表现。

如出现不明原因儿童严重急性
肝炎如何治疗？根据指南，应采取
对症和支持治疗为主的综合救治措
施，要密切观察病情变化，评估精
神状态，监测实验室指标，预防并
发症。肝衰竭患者应及时转诊至有
救治能力的医院。

指南指出，防控措施主要有加
强手卫生，注意佩戴口罩和饮食卫
生等。在临床工作中，医务人员需
采取标准预防措施，一旦发现疑似
病例，应按照要求及时上报。

国家卫健委印发《不明原因儿童
严重急性肝炎诊疗指南（试行）》

这是5月18日拍摄的和若铁路车尔臣河特大桥（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丁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