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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西安6月27日电（记者李浩）刘愿
庵，1895年生，字坚予，陕西咸阳人。1925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冬，刘愿庵在川军中开展
军运工作，配合刘伯承等领导的泸（州）顺（庆）起
义。他在陈书农部任师政治部中校宣传科长，兼
任军官教育团政治教官。

1927年9月起刘愿庵先后任中共四川临时
省委秘书长和省委宣传部主任、宣传委员会书
记。1928年 4月任中共四川临时省委代书记。
同年6月，赴莫斯科出席党的六大，当选为中共第
六届中央候补委员。六大后，刘愿庵领导了四川
省委的重建工作。

1929年4月，刘愿庵发动和领导了万源固军
坝起义，同年6月，领导了邝继勋、罗世文等发动川
军第二十八军第七混成旅的遂（宁）蓬（溪）起义，成
立了中国共产党四川工农红军第一路总指挥部。
中共四川省委正式成立后，刘愿庵任省委书记。

1930年5月5日，由于叛徒出卖，刘愿庵在重庆
被捕。他针对反动军阀当局的劝降利诱和死亡威胁
说：“信仰不同，不可能同路。共产党追求的是真理，
共产主义是历史的必然趋势。这不是什么歧途，而是
一条光明之路！”5月7日，刘愿庵高呼着“中国共产党
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的口号，英勇就义，时年35岁。

刘愿庵：此身纯为被压迫者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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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新华社北京6月27日电（记者
陈聪）抗癌药关税降为零、减按3%征
收进口环节增值税、罕见病用药简化
上市要求……记者从国家医疗保障
局了解到，随着抗癌药新规逐步落
地，各有关部门正积极落实抗癌药降
税的后续措施，督促推动抗癌药加快
降价，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5月1日起，我国以暂定税率方
式将包括抗癌药在内的所有普通药
品、具有抗癌作用的生物碱类药品及
有实际进口的中成药进口关税降为
零。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再
次对抗癌药降价问题进行部署。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对记者
说，此前通过2017年医保药品目录

准入谈判，赫赛汀、美罗华、万珂等
15个疗效确切但价格较为昂贵癌
症治疗药品被纳入医保目录。对
于目录内的抗癌药，下一步将开展
专项招标采购，在充分考虑降税影
响的基础上，通过市场竞争实现价
格下降。

医保目录外的独家抗癌药如何

实现降价？该负责人就此指出，有关
部门将开展准入谈判，由医保经办机
构与企业协商确定合理的价格后纳
入目录范围，有效平衡患者临床需
求、企业合理利润和基金承受能力。

据了解，近年来有关部门采取
一系列措施，2017年居民个人支出
占 卫 生 总 费 用 的 比 重 下 降 到

28.8%，较新一轮医改前下降了12
个百分点。抗癌药方面，绝大多数
临床常用、疗效确切的药品都已纳
入医保支付范围。

该负责人说，有关部门将按要求
抓紧推进工作，争取让群众早用上、
用得起好药，逐步减轻重大疾病患者
的医药费用负担。

国家医保局：

有关部门正督促推动抗癌药加快降价

一药难求到降价滞后

抗癌药新规如何满足患者 ？

一边是众多癌症患者急于“等
药救命”，另一边则是药价高昂、时
常短缺和不少新药未有上市，从合
法途径压根买不到的“抗癌药困
境”。国家最近采取的一系列举措
让患者看到了“解困”希望。

从制药商提交申请，到获批
上市，民众期盼已久的九价人乳
头状瘤病毒疫苗仅用了8天时间，
解决了众多民众“一针难求”“赴
港打针”的问题。

药品上市跑出“火箭速度”的
背后，是国家药品政策的不断发
力。在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
议上，“加快审批”“加快降价”再
次成为关键词。随着抗癌药零关
税的实施，药品上市、供应、采购
等各环节的梗阻逐一被打通。

针对零关税新政市场反应
“慢半拍”的问题，国务院常务会
议提出，各省（区、市）对医保目录

内的抗癌药要开展专项招标采
购。对医保目录外的独家抗癌药
要抓紧推进医保准入谈判。开展
国家药品集中采购试点，实现药
价明显降低。

从口岸到病房，每个环节消
耗的时间越短，生命就多一分希
望。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有序
加快境外已上市新药在境内上市
审批。对治疗罕见病的药品和防
治严重危及生命疾病的部分药品
简化上市要求。将进口化学药品
上市前注册检验改为上市后监督

抽样，不作为进口验放条件。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焦

红表示，对于临床急需、抗艾滋
病、抗肿瘤等境外上市相关药品，
将纳入优先审批通道，加快审批，
预计这些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将缩
短1－2年时间。

降税不降价？
“滞后效应”影响患者获得感

5月1日起，我国以暂定税率方式将
包括抗癌药在内的所有普通药品、具有
抗癌作用的生物碱类药品及有实际进口
的中成药进口关税降为零。记者调研发
现，零关税新规的市场反应却出现“滞后
效应”。

记者从辽宁省一所三甲医院肿瘤内
科了解到，自5月1日至现在，贝伐珠单
抗等临床使用的主要进口抗癌药价格未
下降。据了解，该院贝伐珠单抗售价为
每瓶1998元，从5月1日到现在价格没
有变化。该院肿瘤内科医生对记者表
示，该药在去年9月份已经有过一次降
价。降价前，该药单瓶售价是5200元。

记者从上海罗氏制药了解到，近期
需求激增的乳腺癌用药赫赛汀在抗癌药
零关税新政策落地后也尚未降价。北京
大学肿瘤医院乳腺肿瘤内科主治医师冉
然对记者说，目前使用赫赛汀、拉帕替尼
等进口药的患者尚未感受到关税政策对
药价的影响。

为何零关税新规的“反射弧”还没有
传导到终端？中国药科大学国家药物政
策与医药产业经济研究中心项目研究员
颜建周说，终端药价变化“慢半拍”受到多
重因素影响，比如在今年5月1日前，国内
市场中已经库存了一定量的进口抗癌药
品，这部分药品并没有受到降税政策的影
响，价格会与之前保持一致。而且，这部
分药品库存销售完毕仍需一定周期，因
此，在短期内价格没有观察到明显变化。

颜建周同时指出，药品价格受多方
因素影响，如研发和生产成本、原辅材料
价格、市场供求关系、市场竞争环境、同
类竞争产品定价等，在降税政策出台后，
企业会综合考虑相关因素决定药品的市
场价格。此外，药品集中采购和医保支
付标准也未到调整周期。

近年来，癌症发病率逐年增加，抗癌药“海淘”“代购”成为“热频词”。
民之所望，施政所向。国务院采取进口抗癌药零关税等一系列措施，消除流通环节不合理加价。抗癌药新规自5月1日实施，

落地效果如何？能否满足患者用药期待？记者展开调查。

新华社北京6月27日电（记者董
峻）27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确
定，探索政府购买服务等机制，建设涉
农公益服务平台，加大对农户信息技
术应用培训，使手机成为广大农民的

“新农具”，使互联网成为助力农村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设施。

会议指出，依托“互联网+”发展
各种专业化社会服务，促进农业生产
管理更加精准高效，使亿万小农户与
瞬息万变的大市场更好对接，对推动
农业提质增效、拓宽农民新型就业和
增收渠道意义重大。

为此，会议确定了深入推进“互
联网+农业”的三类政策措施：一是
加快信息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广泛
应用，扩大农业物联网区域试验范
围、规模和内容，推进重要农产品全
产业链大数据建设；二是实施“互联
网+”农产品出村工程，强化电商企
业与小农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
等产销对接，加强农村网络宽带、冷
链物流等设施建设；三是鼓励社会力
量运用互联网发展各种亲农惠农新
业态、新模式，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在农村向深度发展，带动更多农民

就近就业。
据农业农村部市场与经济信息司

有关负责人介绍，农业农村部今年将
深入实施信息进村入户工程，全面提
升整省推进速度和档次，加快构建国
家信息进村入户公益平台，进一步强
化制度规范建设，完善农村基层信息
服务体系，力争到年底完成全国一半
省份的整省推进，实现示范省份行政
村基本全覆盖，带动其他各省份自行
开展整省推进。

农业电子商务方面，农业农村部
将会同商务部选择部分信息进村入户

工程建设较好的县开展农产品电商出
村试点，每个试点县选择至少1个农
产品品种，加强农产品分等分级、加工
包装、物流仓储、冷链等基础设施建
设，实施农产品供应链管理，集中实现
农产品商品化、品牌化、电商化，创新
农产品电商销售机制和模式。

农业物联网方面，农业农村部正
抓紧编制国家数字农业战略规划和智
慧农业工程规划，尽快推动农业遥感
卫星系统等工程项目落地实施。同
时，持续推进农业物联网区域试验工
程省份项目实施，大力开展大田种植、

设施园艺、畜禽养殖、水产养殖物联网
示范基地建设，推广一批节本增效农
业物联网应用模式。

农业农村部还将组织各地农业部
门开展农民手机应用技能培训，联合
有关企业进一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创新培
训内容和方式；继续组织各地农业部
门、相关企业和单位，在全国范围开展
农民手机应用技能培训周活动，适时
举办农民手机应用技能竞赛，提升农
民利用手机发展生产、便利生活、增收
致富的能力。

国务院出台多项举措

让手机成为农民的

（据新华社北京6月27日电）

7月1日起我国调整部分亚太国家进口协定税率

6月27日11时30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
中心用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新技术试验
双星发射升空，卫星进入预定轨道。 新华社发

我国成功发射新技术试验双星

据新华社北京6月27日电 2018年1月23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
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建立“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
制和机构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近日，中共中
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意见》，并发出通
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意见》要求，要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
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依法妥善化解“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产生的商
事争端，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努力营造
公平公正的营商环境，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实
行高水平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推动建设
开放型世界经济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建立
“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
解决机制和机构的意见》

据新华社北京6月27日电（记者朱基钗）日
前，中央纪委公开曝光7起落实管党治党主体责
任和监督责任不力被问责的典型案例。这7起典
型案例是：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覃
文萍因分管单位和部门多次发生违反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等问题被问责。广东省湛江市赤坎区区委
原书记龙小艾等人因村级换届选举贿选问题被问
责。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委常委、惠山经济开发
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杨建平，开发区纪工
委书记胡文俊等人因开发区经济发展局班子成员
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问责。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
泮境乡党委原书记李英荣，纪委原书记钟东荣因
该乡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多发被
问责。河南省许昌市襄城县财政局党组原书记殷
永强，纪检组原组长卢玲因未严格落实违纪党员
纪律处分被问责。青海省玉树州曲麻莱县教育局
原党委书记、局长葛宝林，纪检组组长达求因县教
育局违规选人用人等问题被问责。四川省巴中市
恩阳区关公镇党委书记殷初扬、纪委原书记董大
力因对信访举报调查处理不力被问责。

以上7起问责案例，暴露出当前一些地方、部
门和单位仍然存在管党治党责任虚化、表态多落
实差、压力传导不到位等问题，说明全面从严治党
依然任重道远，必须持之以恒、毫不动摇。

中央纪委公开曝光七起
落实管党治党主体责任
和监督责任不力被问责典型案例

不能让生命等不及
药品上市流通全链条再发力

降税
不降价？

从2018年 7月 1日起

关我国对原产于孟加拉国、印度、老挝、韩国、斯里兰卡的进口货物 适用《〈亚洲-太平洋贸易协定〉第二修正案》协定税率

共涉及
8549个
税目

相比2017年

其中

2323个
税目商品税率
进一步降低

如部分化工品、光学元
件、检测仪器以及电视摄像
机等

例如放映机从14%的
最惠国税率降为9.1%的协
定税率，20英尺罐式集装
箱从10.5%降到6.8%

大部分商品执
行的协定税率
不变如黄大豆

税

制图/陈海冰

缺位之“痛”如何破？
国产抗癌药危中求机

“我国正在加快高质量仿制
药研发和上市。目前，国内化疗
药质量疗效和安全性已渐接近
国际水平，但大部分靶向抗癌药
依赖进口。”北京朝阳医院总药
剂师刘丽宏说，国内靶向抗癌药
市场面临加快满足百姓优质、高
效用药需求的挑战。

面对巨大的需求，中国抗癌
药物市场正以每年百亿元的增
速高速扩张，而在政策支持下，
进口抗癌药迎来爆发式增长，会
否进一步挤占国产药的生存空
间？国产药如何能让患者有更
多便利优价的选择？

专家指出，老百姓要真正用
上更便宜的抗癌药，必须鼓励国
产抗癌药的创新和研发，在市场
上形成与独家进口药的竞争。
也就是说，需要有在质量和疗效
上都能和进口抗癌药媲美的国
产抗癌药，尤其是国产创新药。

目前，虽然治疗晚期或转移
性非小细胞肺癌的盐酸安罗替
尼胶囊等一批我国自主研发的
创新药已经通过“绿色通道”上
市，或进入优先审评审批程序，
但解决国内抗癌创新药缺位之

“痛”仍然任重道远。
颜建周建议，国家进一步完

善医药产业政策环境，提高我国
创新药物和高品质仿制药的研
发、生产能力，从根本上提高药品
可及性，在实现对部分进口抗癌
药临床替代的同时，缓解进口药
短缺的困境，减轻居民就医负担。

（新华社北京6月 27日电
记者陈聪 王宾 田晓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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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发

今日关注

新农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