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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谊勋章”提名人选

应当是在我国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和促进中外交流合作、
维护世界和平中作出杰出贡献，
对华坚定长期友好，具有良好社
会声誉的外国人

新华社北京1月28日电 近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做好国
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提名评选工
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
知》指出，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70周年，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
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党中央决定，
首次开展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
评选颁授，隆重表彰一批为中华人民
共和国建设和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
功勋模范人物。

《通知》要求，要把握正确方向，
确保被提名人选的先进性、代表性和
时代性。要全面考核被提名人选一
贯表现，以实际贡献作为重要评判标
准，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坚持群众路
线，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各方面
意见，好中选优。

中办印发通知

做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提名评选工作

新华社北京1月28日电（记者申铖）为严格控
制彩票市场风险，促进彩票事业稳定健康发展，财政
部、民政部、国家体育总局28日联合发布通知，调整
福利彩票快开游戏和体育彩票高频游戏、体育彩票
全国联网单场竞猜游戏规则，加强彩票市场监管。

针对高频快开游戏，通知明确，自2月11日
起，高频快开游戏每期销售时间短于20分钟的，
一律调整为20分钟。取消提取1%的调节基金，
相应提高其彩票公益金提取比例1个百分点。2
月11日前已提取和转入的调节基金结余，不再用
于派奖，可继续用于游戏规则规定的其他用途。
自通知公布之日起，禁止在实体店外对高频快开
游戏开展任何形式的宣传。高频快开游戏开奖结
果仅限在实体店公布。

针对单场竞猜游戏，通知明确，自2月11日
起，将单场竞猜游戏返奖奖金比例由73%调整为
71%，即取消提取1%的调节基金、并下调单场竞
猜游戏当期返奖奖金比例1个百分点，相应将彩票
公益金提取比例由18%提高至20%。实体店代销
费用提取比例不得高于7%。自2019年起，单场
竞猜游戏全年竞猜开售比赛的场次和赛事数量不
得高于2018年开售比赛场次和赛事数量的70%，
切实引导和促进竞猜游戏市场理性健康发展。

通知并称，自2月11日起，高频快开游戏单张
彩票的投注倍数范围由2-99倍调整为2-20倍；单
场竞猜游戏单张彩票的投注倍数范围由2-99倍调
整为2-50倍。彩票销售机构应当严格执行高频快
开游戏限号管理规定，对每期全部投注号码的可投
注数量严格落实限量销售。彩票发行机构应当每年
定期对彩票销售机构执行限号情况开展核查。

此外，通知还要求加强销售终端管理。自通知
公布之日起，彩票销售机构不得对高频快开游戏和
单场竞猜游戏开展任何形式的派奖和促销活动。

三部门：

调整高频快开彩票游戏
和竞猜彩票游戏规则

2018年中国新药加速上市
很多适应症药物从无到有

以前在中国申请药物临床试验
审评审批，至少需要2至3年的时
间。2018年7月，国家药监局发布
新政：在中国申报药物临床试验，自
申请受理缴费后60日内，申请人未
收到药审中心否定或质疑意见的，可
按照提交的方案开展药物临床试验。

在企业新药研发方面，国家药
监局药品审评中心加大与企业的沟
通交流力度。针对创新的治疗性肿
瘤疫苗、细胞治疗、双特异性抗体等
产品，企业可在产品研发初期与中心
进行沟通交流，以避免新药研究开发
进展缓慢、降低开发风险、提高研发
及后续审评的效率。由此，国内药企
创新药研发进度驶入快速道。

截至2018年12月10日，国家
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总计接收并处
理申请人沟通交流申请1500余个，
其中抗肿瘤药物的申请600余个。

同时，国家药监局加快境外已上
市临床急需新药在境内上市，目前已
经有10个品种在国内上市。2019
年，更多的境外新药有望在国内上市。

2019年，中国药品审评审批制度
改革还将继续深化，进一步落实癌症
治疗药物研发和上市的激励政策。
如取消部分进口药必须在境外上市
后才可申请进口的申报要求，鼓励全
球创新药品国内外同步研发，吸引
更多癌症治疗药物在中国上市。
（新华社北京1月28日电 记者赵文君）

继首个国产 PD-1 抗体药物
——特瑞普利单抗注射液获批上市
之后，12月27日，中国抗肿瘤新药
研发领域再传喜讯：首个治疗经典
型霍奇金淋巴瘤的PD-1单抗药物
——信迪利单抗注射液获国家药品
监督管理局有条件批准上市。

信迪利单抗用于治疗至少经过
二线系统化疗的复发或难治性经典
型霍奇金淋巴瘤，由信达生物制药
（苏州）有限公司研发生产，是该公司
自主研发的1类创新药，拥有全球知
识产权，获国家“重大新药创制”科技
重大专项和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支持，
并通过优先审评审批程序获准上市。

2018年，国家药监局批准了9
个自主创新药，包括恒瑞的吡咯替
尼，正大天晴的安罗替尼，和记黄埔

的呋喹替尼，君实生物的特瑞普利单
抗，信达生物的信迪利单抗，歌礼药
业的达诺瑞韦，前沿生物的艾博韦
泰，珐博进的罗沙司他，以及杰华生
物的重组细胞基因因子衍生蛋白
等。这些产品的上市，说明中国药品
研发方面的鼓励和引导创新政策取
得了巨大成效。

2018年，中国批准上市的抗肿瘤
创新药有18个，其中包括中国自主研
发的5个创新药。目前，中国国产创新
药申报临床试验的数量逐年增加，一
些全新靶点、全新结构、拥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新药申报呈增加趋势。如全球
研发热点CAR-T细胞治疗产品，中
国已有5家共6个品种通过临床试验
申请。大量创新药的研发加速，也催
生了中国专业新药研发平台的壮大。

2018年，国家药监局批准的这11
个国产药物中，有9个是全球首次批准
的新分子。从适应症来看，批准的新
药以抗癌药、抗病毒药和孤儿药居多。

肿瘤是危及生命的重大疾病，中
国每年新发病例近400万人，死亡
230万人，抗肿瘤药有着巨大的临床
需求。在批准的新药中，18个是抗
肿瘤药，涉及的适应症有：多发性骨
髓瘤、非小细胞肺癌、宫颈癌、卵巢
癌、乳腺癌、黑色素瘤、肝癌、直肠癌、
前列腺癌、白血病和淋巴瘤等。另外
多个产品还与肿瘤适应症相关，比如
帕洛诺司琼获批用于治疗化疗引起
的呕吐，拉布立海获批用于治疗儿童
白血病和控制淋巴瘤患者的尿酸水
平等。这些产品的上市，将丰富中国
癌症治疗选择，在一定程度上改变

“以化疗为主流”的治疗现状。
国家药监局还把治疗艾滋病和

丙肝等18种情形的药物均列为重
点。经过优先审评，从2017年底开
始，多个单方丙肝“特效药”获批上
市。2018年以来，艾尔巴韦格拉瑞
韦片、索磷布韦维帕他韦片和来迪
派韦索磷布韦片陆续获批，让中国
的丙肝治疗越过了第二代和第三代
疗法，直接进入了国际上最新疗法。

在艾滋病药物方面，国家药监
局批准了本土原创新药艾博韦泰和
进口鸡尾酒艾考恩丙替片、恩曲他
滨丙酚替诺福韦片和达芦那韦考比
司他片上市，使中国艾滋病用药的
普及性得到大幅提高。

除了治疗丙肝和艾滋病的药
物，2018年获批的抗病毒新药还包
括新一代治疗乙肝的药物丙酚替诺
福韦、国产乙肝新药重组细胞基因
因子衍生蛋白，这些药物的上市将
惠及广大乙肝患者。

中国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以来，创新与药品申请
人沟通机制，加快了新药研发速度，同时加快境外新药
国内上市进程。2018年，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建
议批准上市1类新药9个，建议批准进口原研药59个，
建议批准中药新药2个。很多适应症药物如抗癌药、丙
肝等抗病毒药实现了从无药到有药。

外交部发言人回应
美国务卿涉委内瑞拉局势言论

新华社北京1月28日电（记者侯晓晨）外交
部发言人耿爽28日回应美国务卿涉委内瑞拉局
势相关言论时说，委内瑞拉的事务必须也只能由
委内瑞拉人民自己选择和决定。希望各方做有利
于委内瑞拉稳定发展的事情。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报道，26
日，联合国安理会就委内瑞拉局势举行会议。美
国务卿蓬佩奥指责中国和俄罗斯阻止安理会通过
一份主席声明，并称中俄试图支持马杜罗这样一
个“失败政权”。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耿爽说，中方高度关注委内瑞拉当前局势，支
持委内瑞拉政府为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稳定所
作努力，主张所有国家都应恪守《联合国宪章》宗
旨和原则，反对外部干预委内瑞拉事务，反对一个
国家干涉另一个国家内政。

“委内瑞拉的事务必须也只能由委内瑞拉人
民自主选择和决定。希望各方做有利于委内瑞拉
稳定发展的事情，做有利于委内瑞拉民生改善的
事情，做有利于维护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的事情。”耿爽说。

1月28日，民间艺人在山东潍坊青州市古城
景区表演舞龙。

春节临近，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民俗活动，迎
接新的一年。 新华社发（王继林 摄）

民俗迎新春

《通知》明确提名评选
程序，要求加强组织
领导，精心部署安排

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
工作委员会负责国家勋章和
国家荣誉称号提名评选工作
的组织领导

各地区各部门党委（党组）要
切实负起责任，精心组织实施，以
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相关工作

提名人选范围为
新中国成立以来，各地区各行业各领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

设和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个人，包括港澳台侨人员和外国人
符合条件的已故人员可以提名

提名条件根据功勋荣誉种类不同存在差别

《通知》明确提名人选范围和条件

国家荣誉称号提名人选

应当是在经济、社会、国防、
外交、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
育等各领域各行业作出重大贡
献、享有崇高声誉，道德品质高
尚、群众公认的杰出人士

“共和国勋章”提名人选

应当是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建设和发展中作出巨
大贡献、建立卓越功勋，道
德品质高尚、群众公认的杰
出人士 制图/张昕

抗癌新药、抗病毒药从无到有

国产专业新药研发成果丰硕

药品审评审批改革不断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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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学者最新研究：

“多节点量子网络”
取得基础性突破

新华社合肥1月28日电（记者徐
海涛）近期，中科院院士、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教授潘建伟、教授包小辉等人
研究量子网络取得重要进展，成功地
利用多光子干涉将分离的3个冷原子
量子存储器纠缠起来，为构建多节点、
远距离的量子网络奠定了基础。国际
权威学术期刊《自然·光子学》日前发
表了该成果，审稿人认为这是“多节点
量子网络研究的里程碑”。

与现有的电子计算机网络相对
应，量子网络指的是远程量子处理器
间的互联互通，按发展程度可分为量
子密钥网络、量子存储网络、量子计算
网络三个阶段。

由于量子网络的重要应用价值，
国际科技竞争非常激烈。目前量子密
钥网络已较为成熟，正在进入规模化
应用，如我国已经建成的量子保密通
信“京沪干线”。在下一阶段的量子存
储网络方面，当前的主要科研目标是
拓展节点数目、增加节点间距离。

构建量子存储网络的基本资源是
光与原子间的量子纠缠，纠缠的亮度及
品质决定了量子网络的尺度与规模。

以高亮度光与原子纠缠为基础，
研究人员通过制备多对纠缠，用3光
子干涉成功地将3个原子系综量子存
储器纠缠起来。

实验中的3个量子存储器位于两
间独立的实验室里，二者之间由18米
的单模光纤相连。研究人员介绍，结合
相关新型存储和纠缠技术，他们未来有
望进一步增加节点数目；采用量子频率
转换技术将原子波长转换至通信波段，
也有望大幅扩展节点间的距离。

新华社北京1月28日电（记者王
秉阳、曹凯）“震撼、兴奋、激动”，中国
航天员陈冬用三个词来形容观看中
国本土科幻电影《流浪地球》的感受。

电影《流浪地球》27日在北京航
天城面向几百位航天人点映，其中包
括中国航天员王亚平和陈冬。小说
《流浪地球》讲述了在太阳即将毁灭
的未来，人类建造出巨大的引擎，将
地球推离太阳系，踏上寻找新恒星的
流浪之旅。郭帆执导的电影在小说

基础上做了大幅改编，影片中融入了
大量包括春节在内的中国元素。

影片到动人之处，黑暗中能听到
观众的啜泣声。放映结束后，现场响
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原著作者刘慈欣与导演郭帆、制
片人龚格尔等主创人员也到场交
流。刘慈欣表示：“在场的诸位航天
人是把科幻变为现实的，在我们心中
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电影导演郭
帆说，科幻电影的发展与国家综合实

力密切相关，而在场的航天人奠定了
这部电影的现实基础。

观影后，中国卫星发射测控系统
部授予刘慈欣“航天文化大使”称号。
他对记者说：“在我们写科幻的人心里，
航天员拥有不一样的分量。航天员是
人类里少有的、到过地球之外的人。这
部作品我是最希望让他们看到的。”

“这部电影确实足以向中国航天
员致敬，因为它代表了勇气与希望。”
活动组织者之一、未来事务管理局创

始人姬少亭表示。
陈冬说，当人类对太空的探索逐

步深入，航天员必然是引导者、探索
者，很高兴看到有影片来介绍他们并
激励他们，“希望未来能有更多这样
优秀的电影出现”。

电影《流浪地球》被认为是多年
来中国首部真正意义上的科幻大
片，将于2月5日大年初一上映，本
次点映活动由电影发行方与未来事
务管理局举办。

中国航天员期待首部本土科幻大片上映

我国首次成功实现
5G网络VR
实时制作传输测试

新华社北京1月28日电 已经
开始彩排的2019年央视春晚，将给观
众带来5G网络传输的全景预览春晚
候播大厅和长春、深圳两个分会场的
全新体验，这是5G网络VR实时制作
传输测试成功的结果。

1月28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
合中国联通、华为公司在吉林长春启
动5G网络VR实时制作传输测试，为
春晚长春分会场5G直播应用提供技
术验证与准备。这是我国首个5G媒体
应用实验室继1月13日成功实现5G网
络4K电视传输后，进行的又一次重要
测试，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推动5G
新媒体平台建设方面的重大突破，标志
着总台在打造具有强大引领力、传播
力、影响力的国际一流新型主流媒体，
紧跟时代步伐、大胆运用新技术、加快
融合发展上迈出了坚实一步。

在接下来的央视春晚预热节目

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实现VR全

景互动，带给观众全新的视觉感受。

同时，还将制作一批春晚VR短视频

在新媒体平台投放，为观众提供沉浸

式的春晚观看体验。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从2018年底

开始推进5G网络VR实时制作传输，

为总台新媒体新平台提供技术支撑，

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

银保监会：

鼓励保险资金
增持上市公司股票

新华社北京1月28日电（记者谭谟晓）银保
监会新闻发言人肖远企28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表示，为更好发挥保险公司机构投资者作用，维护
上市公司和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银保监会鼓
励保险公司使用长久期账户资金，增持优质上市
公司股票和债券。

肖远企表示，银保监会支持保险公司开展价
值投资、长期投资，将研究推进保险公司长期持有
股票的资产负债管理监管评价机制。对于保险资
金一般股票和重大股票投资等，依法合规加快有
关备案、核准工作。同时，在已出台保险资产管理
公司专项产品政策的基础上，适当拓宽专项产品
投资范围，在依法合规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允许
专项产品通过券商资产管理计划和信托计划，化
解股票质押流动性风险，更好地发挥相关机构的
专业与项目资源优势，加快专项产品落地进程，吸
引更多保险资金以多种方式参与资本市场投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