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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干杰周乃翔会见我省奥运全运健儿

不断开创我省体育事业发展新局面
大众日报记者
李子路 刘兵 房贤刚

10月19日上午，省委书记李
干杰，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周乃翔
在山东大厦会见了参加东京奥运
会和第十四届全运会的我省体育
健儿代表。

李干杰、周乃翔代表省委、省
政府，热烈欢迎我省奥运全运健
儿凯旋，向多年来付出辛勤努力
的全省广大运动员、教练员和体

育工作者表示衷心感谢。李干杰
说，今年奥运会、全运会同年举
办，我省体育健儿克服疫情不利
影响，不畏艰难、敢于争先，连续
作战、连创佳绩，展现出顽强的意
志品质、精湛的运动技能、良好的
体育精神，为祖国和人民赢得了
荣誉、争了光，给家乡人民以极大
鼓舞。

李干杰说，习近平总书记高
度重视体育工作，多次作出重
要指示批示，要求“加快建设体

育强国”。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工作的
重要指示要求，把体育事业放
在新时代现代化强省建设全局
中谋划推进，大力发展群众体
育事业和体育产业，大力提升
竞技体育综合实力，大力推进
体育工作改革创新，大力加强
体育文化建设，加快建设健康
强省，不断开创我省体育事业
发展新局面。希望大家持续保
持拼搏奋进的姿态，戒骄戒躁，

再接再厉，为祖国、为家乡赢得
更多荣誉。全省各级各部门、广
大干部群众要向奥运健儿、全
运健儿学习，以更加饱满的热
情、更加昂扬的斗志投入工作
中，为新时代现代化强省建设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山东省体育局局长李政介绍
了有关情况。孙一文、陈梦、刘诗
颖、王爱民代表运动员、教练员发
言。他们表示，能够代表祖国征战
奥运、代表山东出战全运，深感使

命在肩，倍感光荣自豪。有强大的
祖国和家乡人民作后盾，我们新
时代的运动员是最幸福的人。我
们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
践行“使命在肩、奋斗有我”的誓
言，坚守初心，振奋精神，勇于挑
战，超越自我，为祖国、为家乡再
创佳绩、再立新功。

会见后，李干杰、周乃翔与运
动员、教练员代表合影。省委常
委、秘书长刘强，省直有关部门负
责同志参加。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赵清华 王开智
通讯员 黄亮

心脑血管、消化系统
等常用药纳入集采

8月16日,山东省发布了《鲁
晋省际联盟药品集中带量采购
公告》，正式启动了山东省第二
批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前
期 ,山东省医保局组织全省驻
鲁医疗机构、驻鲁军队医疗机
构、民营医疗机构和零售药店
上报需求量，经过企业申报、
专家审核、信息公示公布、加
密报价等环节后，10月19日,山
东第二批药品集中带量采购结
果现场揭晓。

上午9点，山东省医保局副
局长仇冰玉对企业的52种药
品的545个代表产品报价进行
现场解密，43分钟后,完成报价
解密。

值得注意的是，本批集采
作为山东省第二次药品集中带
量采购，也是我省首次牵头开
展的省际联盟药品集中带量采
购。纳入集采范围的52种药品，
覆盖山东、山西两省药品销售
市场规模达39 . 25亿元。

据仇冰玉介绍,本批采购的
药品涵盖了心脑血管、神经、呼
吸、消化、抗肿瘤、血液和外科
等临床学科，包括低分子肝素
钙注射剂、乙酰谷酰胺注射剂、
曲克芦丁注射剂、甘草酸二铵
口服常释剂型、门冬氨酸鸟氨
酸注射剂、尼莫地平注射剂、倍
他司汀注射剂等医疗机构用量
大、患者受众面较广的常用药
品。据统计,此次报名参与的企
业有284家,涉及产品919个。

确保易短缺药品
保质保供稳价

同一药品多家企业中选，
是保障集采药品中选后及时足
量供应、防范供应风险的重要
政策设计。

本批纳入集采范围的52种
药品中有4种是易短缺药品。对
于那些临床必需，但由于其用
量小，或定价低，市场供应不稳
定的短缺药，时常出现短缺、停
产的情况。据山东省医保局医
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副处长刘
智介绍，为了完善易短缺药品
供应保障，更好地满足群众健
康和临床合理用药需求，本批
集采对易短缺药供应保障做出
了系列举措。首先，增加中选企
业数量，对于纳入本次集采的
易短缺药品，扩大中选企业数
量，常用药品一个通用名之下
的中标企业是4家，易短缺药品
中标企业可以达到6家。

评审方面，增加了原料保
障的评审指标，自产原料的企
业中选后更大程度保障药品持
续稳定供应。招采机制上，创新
带量撮合招采机制，申报企业
较少的易短缺药品，根据药品
持续稳定供应情况和临床需
求，由专家与企业进行带量撮
合，形成短缺药品价格，保障
短缺药品稳价稳供。另外，为
提高医疗机构用量分配参与
度，短缺药品生产企业中选后
不划分供货区域，由供需双方
通过量价对接进一步保障后期
药品供应。

值得关注的是，综合考评
之后，入围的多家企业不论前
期报价高低，都需要按照同时
入围企业的最低价进行价格

再次确认。也就是说，中选的
企业价格执行的是最低报价，
以达到为群众争取最大优惠
的目的。

315 . 8元降至37 . 8元
最大单支降价278元

下午4点半,主持人宣读本
批集中带量采购产生拟中选结
果,50种药品平均降价45 . 81%，
最高降幅92 . 74%。价格降幅最
大的是用于治疗急性血栓性脑
梗死的奥扎格雷钠注射剂，由
原来的16 . 52元/支降至1 . 2元/
支；降价金额最大的是用于治
疗静脉曲张出血的注射用特利
加压素，由原来315 . 8元/支降
至37 . 8元/支，单支降价278元。

药价降了,老百姓能在医院
用上吗?记者了解到,为调动医
疗机构积极性 ,省医保局继续
实施集中带量采购医保资金
结余留用政策，由医保基金按
不低于中选品种合同约定金
额的50%预付给医疗机构 ,因
药品降价结余的医保基金 ,按
不高于50%留用给医保协议定
点医疗机构。集中带量采购药
品和医用耗材实行医保基金
与医药企业直接结算,30天内完
成支付,降低企业交易成本，提
升医疗机构和药企参与改革的
积极性。

据悉,集中带量采购是治理
药品和高值医用耗材价格虚高、
流通乱象的重要举措,是全面深
化医药领域集
中采购改革的
关键一环。药品
采购价格大幅
降低,将显著减
轻群众医药费
用负担。 扫码看视频

鲁晋联手砍药价

50种药降价，最高降92 .74%

10月19日，山东省第二
批（鲁晋联盟）药品集中带
量采购产生拟中选结果，50
种药品平均降价45 . 81%，最
高降幅92 . 74%。山东、山西
两省患者将很快用上降价
后的药品。

据了解，此次采购遴选
了52种群众反映价格高、医
疗机构用量大、患者受众面
广药品，涵盖了心脑血管、
神经、呼吸、消化、抗肿瘤、
血液和外科等临床学科，覆
盖山东、山西两省药品销售
市场，规模达39 . 25亿元。

近期煤炭价格快速上涨，连
创历史新高，大幅推高下游行业
生产成本，对电力供应和冬季供
暖产生不利影响，社会各方面反
映强烈。针对上述情况，为做好
煤炭市场保供稳价工作，10月19
日下午，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重
点煤炭企业、中国煤炭工业协
会、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召开今
冬明春能源保供工作机制煤炭
专题座谈会，研究依法对煤炭价
格实施干预措施。

《价格法》第三十条明确规
定，当重要商品和服务价格显著
上涨或者有可能显著上涨，国务
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可以对部分价格采取限定差
价率或者利润率、规定限价、实
行提价申报制度和调价备案制
度等干预措施。煤炭是重要基础
能源，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目
前价格涨幅已完全脱离供求基
本面，且临近采暖季，价格仍呈
现进一步非理性上涨的趋势。国

家发展改革委将充分运用《价格
法》规定的一切必要手段，研究
对煤炭价格进行干预的具体措
施，促进煤炭价格回归合理区
间，促进煤炭市场回归理性，确
保能源安全稳定供应，确保人民
群众温暖过冬。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
关部门，密切关注煤炭市场动态
和价格走势，梳理、排查保供稳
价工作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及时
协调解决；市场监管部门将加大
执法检查力度，坚持“零容忍”，
严厉打击散播虚假信息、价格串
通、哄抬价格、囤积居奇等违法
行为，切实维护市场秩序。

会议要求，煤炭企业要切实
提高站位，树立大局意识，主动
做好保供稳价工作；强化法律意
识，依法合规经营，严格履行中
长期交易合同；积极履行社会责
任，促进上下游行业协调发展，
保障发电供热和民生用煤需求，
助力经济平稳运行。 据中新社

国家发改委：

研究依法对煤炭价格
实施干预措施

记者19日从甘肃省文化和
旅游厅了解到，为应对本次疫
情，甘肃省启动全省文旅行业疫
情防控应急工作机制，立即关停
兰州、酒泉、嘉峪关、张掖四地文
旅经营场所和经营活动，取消各
类演出、展览和群众性文化活动，
全省旅行社停止跨省旅游业务。

针对各类A级景区，甘肃省
要求严格落实“限量、预约、错
峰”要求，严格控制游客接待上
限，落实门票预约制度，落实进
景区景点前扫码登记、测体温等
要求，督促游客执行好“一米线”
间距、佩戴口罩等。对于景区内
容易形成人员聚集的演艺等项
目和重点场所，要求强化局部卫
生管理和防控措施，严格落实人
流引导和疏导措施。

针对星级饭店、博物馆、公共
图书馆等空间相对密闭场所，甘
肃省要求强化卫生管理，加强通
风消毒；对进入场所人员严格落
实扫码、测温、登记等防控措施，
加强从业人员健康监测管理等。

此前，陕西省通报2名核酸
检测阳性游客曾在张掖、酒泉、
嘉峪关等地游览参观，甘肃省立
即开展人员排查、密接流调、核
酸检测、环境消杀等工作。19日，
兰州新增6名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阳性人员，城关区两个小区调整
为中风险区。

据内蒙古自治区卫健委网
站消息，10月18日7时至10月19
日10时，内蒙古自治区报告无新
增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新

增本土确诊病例7例(阿拉善盟
额济纳旗5例，二连浩特市2例)。

10月19日，6名在阿拉善盟
额济纳旗人民医院和疾控中心
初筛阳性人员经阿拉善盟疾控
中心复核，确定5人核酸检测阳
性，经自治区临床专家诊断，确
定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此5人
均为陕西确诊病例姜某、闫某的
密接人员，均在额济纳旗达来呼
布镇桐楠阁餐厅工作，目前已转
运至额济纳旗定点医院隔离治
疗，相关密切接触者已进行集中
隔离管控。自治区和阿拉善盟派
出的核酸检测、流调、医疗救治
等应急支援人员、核酸检测车辆
和医疗设备已全部到位，相关疫
情处置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

10月17日，二连浩特市对确
诊病例密切接触者居住的封闭
小区进行核酸检测时，发现2人核
酸检测为阳性，经复核，10月18日
确定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此2人
为夫妻关系，与之前2名确诊病例
无接触史，但与之前2名确诊病例
共同密切接触者隔离酒店保洁员
系同一封闭管控小区。目前，2人
已在二连浩特市定点医院隔离治
疗，对其密切接触者已进行集中
隔离管控，相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截至10月19日10时，内蒙古
自治区现有境外输入确诊病例4
例，境外输入复阳病例1例，本土
确诊病例9例，均在定点医院隔
离治疗，所有密切接触者均在指
定场所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综合新华社、中新社

兰州6人核酸检测呈阳性，内蒙古新增7例本土病例

甘肃四地暂停文旅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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