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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据新华社电 国家医疗
保障局日前发布《2020年国家
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

（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
征求意见。与新冠肺炎相关的
呼吸系统疾病治疗用药、第二
批国家集采中选药品等有望
纳入2020年医保目录拟新增
药品范围。

根据7月30日出炉的国家
医保局“1号令”———《基本医
疗保险用药管理暂行办法》，
我国建立完善医保目录动态
调整机制，原则上每年调整一
次。该暂行办法自2020年9月1
日起施行。

征求意见稿提出，七类医
保目录外的药品可以纳入
2020年医保目录拟新增药品
范围，包括与新冠肺炎相关的
呼吸系统疾病治疗用药；纳入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18年
版）》的药品；纳入临床急需境
外新药名单、鼓励仿制药品目
录或鼓励研发申报儿童药品
清单，且于2019年12月31日前
经国家药监部门批准上市的
药品；第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
中采购中选药品等。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拟新
增药品范围还包括了2015年1
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

间，经国家药监部门按新药注
册申请程序批准上市的药品

（包括新活性成分、新剂型）。
专家指出，这意味着更多新
药、好药有望纳入医保，加快
保障人民群众获得优质医药
服务。

此外，根据征求意见稿，
与同治疗领域的其他药品相
比，价格/费用明显偏高，且近
年来占用基金量较多的药品，
拟纳入2020年医保目录调整
范围。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国家医保局出台“两个确保”
政策，对确诊和疑似患者全部
实行先救治、后结算。截至7月
19日，全国新冠肺炎确诊和疑
似患者发生医保结算13 . 55
万人次，涉及医疗费用18 . 47
亿元，医保支付12 . 32亿元，
支付比例达到67%。

专家指出，医保目录调整
拟将与新冠肺炎相关的治疗
用药纳入新增范围，将为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提供重
要支撑。

根据征求意见稿，2020年
医保目录调整分为准备、企业
申报、专家评审、谈判和竞价、
公布结果5个阶段。公布结果
的时间为2020年11月-12月。

应香港特区政府请求，
中央派出两支专业团队赴港
支援抗疫。“内地方舱医院支
援队”中，有两位建筑设计专
家。其中一名来自曾经参与
武汉雷神山医院设计的武汉
中南建筑设计院。8月3日，该
设计院发文表示，改建工作
已经开始设计。

香港方舱医院利用香港
亚洲国际博览馆来改建，由
一号馆改建的“方舱医院”已
经于8月1日正式启用。香港
特区政府医管局日前介绍，
已开始研究改建亚博馆二号
馆为新的“方舱医院”，以提
供更多床位。武汉中南建筑
设计院在发文中称，为了香

港方舱医院建设，团队总结
了之前参与21座方舱医院设
计的经验，采用包括要为医
护提供安全工作区的理念，
尽可能减少改变场馆原有功
能，同时期望能快速完成改
建工作。

该设计院同时介绍，院
方于7月29日接到支援香港的
通知后，已组建一支涵盖建
筑、结构、排水、电气等专家
的设计团队，展开设计香港
方舱医院的工作，同时派出
建筑师谢琥赴港支援。

记者注意到，武汉设计
专家谢琥主攻医院建筑设
计。在武汉抗疫期间，他曾参
加雷神山医院、洪山体育馆

方舱医院等设计。此次他将
把武汉的实战经验，带去香
港。而中南建筑设计院医疗
健康事业部方面介绍，设计
院虽然只有一位设计师驰援
香港，但整个设计院作为“后
方”团队会及时给予各方面
的支持，24小时提供远程和
线上的服务，应对香港疫情
的改建需求。

据《长江日报》报道，包括
谢琥在内，此次共有两位武汉
建筑设计专家受命赴香港援
建方舱医院。另一位援港专家
是中信建筑设计研究总院第
七设计院的首席总建筑师李
黎。李黎是武汉客厅方舱医院
项目负责人。 据北京日报

8月3日0时至24时，新
疆新增28例本土病例，新增
无症状感染者9例，新增治
愈出院确诊病例12例。

8月4日下午，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
公室召开疫情防控发布会，
通报疫情防控最新情况。自

治区疾控中心主任崔燕在
发布会上介绍：从目前的流
行病学调查阶段性分析来
看，新疆此次疫情表现为单
一源头来源，通过对前期病
例基因测序，结果显示为多
个检测样本序列相同，表明
此次疫情来源于同一传染

源暴露所致。
新疆此次疫情在区域

事件上表现出较强的聚集
性，到目前为止，99 . 3%的病
例出现在乌鲁木齐，昌吉和
喀什各出现2例和1例乌鲁
木齐市关联病例。

据央视

本报济南8月4日讯（记者
于民星） 4日，泉城济南晴朗了
多半天的天气，在下午开始转
阴，随后下起了一阵急雨。新的
一波雷雨天气再次影响山东。

4日17时，山东省气象局发布
雷电黄色预警信号，目前菏泽、聊
城、济南和淄博四市的部分地区已
出现雷雨天气。预计4日夜间到5
日，山东大部地区有雷雨或阵雨，
雨量分布不均，其中鲁西北、鲁西
南和鲁中的北部地区雷电较强，部
分地区有短时强降水和7～9级雷
雨大风，最大小时降水量30毫米～
50毫米，局部地区降水量可达50毫
米以上。提醒相关部门做好防雷、
防大风和防强降水工作；切断危险
电源，妥善安置易受大风影响的室
外物品，遮盖建筑物资。

需要注意的是，在此之前，
16时30分，山东省气象局刚刚发
布台风预报。

根据预报，今年第4号台风
“黑格比”于4日凌晨3点30分在
浙江省乐清市沿海登陆，15时中
心位于浙江省绍兴市嵊州境内

（北纬29 . 7度、东经120 . 6度），
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28米/
秒），中心最低气压为982百帕

（强热带风暴级）。
预计，“黑格比”未来以每小

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北方向
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将于5日上
午以热带风暴级从江苏中部移
入黄海，而后逐渐转向东北方向
移动，向朝鲜半岛西部沿海靠近。

“黑格比”主要影响黄海海
域，对山东降水影响较小。预计5
日白天到夜间，黄海中部和北部
的偏东海域南风7～8级阵风10
级，山东近海海区南风6～7级阵
风8级转北风5～6级；半岛南部
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
地区有雷雨或阵雨。

本报济南8月4日讯（记者
张阿凤） 8月4日上午，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局、山东省商务厅在济
南市共同举办第三届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以下简称进博会）招商
路演。活动主要面向第三届进博
会技术装备展区、食品及农产品
展区的采购商等专业观众。

第三届进博会将于2020年11
月5日至10日在国家会展中心（上

海）举办，由国家综合展、企业商
业展、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等组成。
企业商业展规划面积36万平方
米，比第二届规划面积增加6万平
方米，增幅达20%；共设服务贸
易、汽车、技术装备、消费品、医疗
器械及医药保健、食品及农产品
六大展区，设立公共卫生防疫、智
慧出行、节能环保、体育用品及赛
事四大专区。人文交流活动展示

面积较往届将有所提升，设立综
合形象展示区和国家级步行街、
中华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中
国旅游等四大业态展示专区。

举办全国招商路演是进博会
招商工作的重要内容。在济南举
办的本次路演现场介绍了第三届
进博会基本情况、筹办工作进展、
食品及农产品和技术装备相关行
业领域概况及发展趋势、采购商

报名路径；介绍了技术装备展区、
食品及农产品展区展商展品信
息，参展商美国江森自控和新西
兰NAC公司分别介绍了第三届
进博会参展计划和亮点展品信
息；参展商和采购商进行了互动
交流。

本场路演严格落实疫情防控
相关要求，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
形式，山东省各交易分团邀请辖

区内采购商在线观看，扩大了路
演覆盖面，进一步满足了采购商
等专业观众提前了解第三届进博
会相关展商展品信息的需求。山
东山左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银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济南维
尔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利群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潍坊百货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山东省内70
余家采购商现场参加。

新冠肺炎治疗用药拟纳入医保
2020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征求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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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疾控中心：

基因测序显示此次疫情来源于同一传染源

“济”往“客”来，为进博会注入山东活力
第三届进博会招商路演在济南举办

台风“黑格比”要路过山东
主要影响黄海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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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相关新闻

8月全国出现35℃以上

高温天气可能性大

中国气象局应急减灾与公
共服务司副司长赵志强称，预计
8月，全国大部地区气温接近常
年同期到偏高，全国出现35℃以
上高温天气的可能性依然很大，
部分地区还可能出现高温高湿
的“桑拿天”。

在中国气象局8月4日举行

的新闻发布会上，赵志强表示，
8月气象服务提示主要有，一是
做好防汛减灾。8月我国仍处于
主汛期，各地仍需密切关注雨
情、水情和汛情变化，继续做好
防汛工作。华北、东北等北方地
区进入雨季，降雨增多增强，既
要防范暴雨洪涝及强降水可能

诱发的各类次生灾害，又要防
范局地强对流天气的不利影
响。二是做好防暑防热。8月全
国出现35℃以上高温天气的可
能性依然很大，部分地区还可
能出现高温高湿的“桑拿天”，
对公众生活、健康和水电供应
产生影响。公众需密切关注气

象部门发布的高温预警，及时
采取防暑降温措施。三是做好
台风防范。8月仍是台风最为活
跃的时节，华南和东南沿海地
区需重点防御台风带来的暴雨
洪涝、大风和风暴潮灾害，提前
做好防台风准备。

据中新社

台风“黑格比”于4日凌晨3时30分前后在浙江省乐清市沿海登陆，登陆

时强度为台风级。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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