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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三亚九十步酒店管理有限公司遗
失财务专用章、法人私章、银行开
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J6420001583501，声明作废。
●本人孙月华遗失一张三亚中升
宏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续保
押金条，金额1000元，收据日期
2017 年 12 月 5 日，订单编号:
0003077，特此声明。

●曾万卿遗失道路货物运输人员
从 业 资 格 证 一 本 ，证 号 ：
460003198406043176，流水号：
4600013079，声明作废。
●吴华遗失三亚华创七星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开具三亚吉阳区凤
凰路 101-1 号三亚恒大美丽之
冠 D- 2619 房 认 购 书 ，编 号
G8938511，特此声明作废。
●吴华遗失三亚华创七星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开具三亚吉阳区凤
凰路 101-1 号三亚恒大美丽之
冠 D- 2314 房 认 购 书 ，编 号
G5777511，特此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海南欣达药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9002681175227E，经股东会
决议注册资本由原来的200万元
减至100万元，原债权债务保持不
变，特此公告。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征询海南文化公园综合服务

中心剩余土地权属异议的通告

海资规琼山[2021]69号

海南文化公园综合服务中心剩余
典 当

遗 失减资注销

土地通告

●王鹏飞遗失海南华侨城实业有
限公司开具的华侨城·曦海岸东区
6 栋 1707 收 款 发 票 ，编 号 ：
02344622，金额：1020000元；声
明作废。
●陵水丰鑫开发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副本，证
号：099289886，声明作废。
●张晓婕不慎遗失石梅山庄传奇
31- 504 定金收据一张，编号：
1232987，金额:拾万元整，现声明
作废。
●澄迈县加乐镇中心卫生院原公
章遗失，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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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铺出租
老城南二环路一、二层商铺壹万平

方米，三楼商品房五千平方米（70

套）整体出租，租金12元/平方米/

月，电话：13208960866

招 租 健康营养万宁港北马鲛酬宾
48小时内送货到家13198961639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

分店25家，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地

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正规专业、快

速灵活、高额低息。海口公司：国贸

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68541188、

68541288、13307529219。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土地位于国兴大道南侧，面积为

73.67平方米。现通告确认为国有

土地。凡对上述土地权属有异议

的，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15日内，

以书面形式并持有关证件到我局

琼山分局申诉，逾期不主张申诉则

视该土地权属无异议，我局将依法

按无主地处置，纳入政府储备地入

库。特此通告。

联系人:詹先生；电话:65809292。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月29日

分立公告
根据2021年1月28日股东会决议，海南欣达药业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00万元）以存继的形式分立，海南欣达药业有限公司

为存继公司，注册资本为100万元，新设立海南融世达新医药有

限公司，注册资本为100万元。分立后两家公司的股东和投资比

例保持不变。分立前公司的利润，债权，资产归存继公司所有，债

务由存继公司承担清偿责任。为保护本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自本公告见报45天内，本公司债权人可以向本公司主张清偿债务

或在公司提供相应的担保的情况下暂不要求偿债的权利。债权

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分立后将按照法定程序实

施，特此公告。

联系人：李燕，电话：15203087555

地址：海南省琼海市嘉积镇人民路243号五楼

广告·热线：66810888

海南澄迈晶科电力有限公司：
根据你公司 2021 年 1月 29 日就我局澄综执告字[2020]第

DG002号《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拟作出的行政处罚一案提出的听
证要求，本机关决定于2021年 2月 6日上午9时在澄迈县综合行政
执法局四楼会议室举行听证。本次听证由颜区良副局长为听证主
持人，王山副局长、王英林大队长为听证员，刘明为书记员。请你公
司法定代表人或者委托代理人持本通知准时参加。

如你公司认为主持人、听证员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有权申请
回避。申请主持人回避，可在听证举行前（2021年2月3日前）向本机
关提出申请并说明理由。因特殊原因需申请延期举行的，应当在作
2021年2月 3日前向本机关提出，由本机关决定是否延期。若无正当

理由不按时参加听证，又不事先说明理由的，视为放弃听证权
利，本机关将终止听证。参加听证前，请你公司注意下列事项：

1.公司法定代表人可亲自参加听证，也可以委托1-2
名代理人参加听证。委托代理人参加听证的，应在听证举
行前提交由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载明委托
的事项、权限和期限。

2.参加听证时应携带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的
身份证明原件及其复印件和有关证据材料。

3.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有证人出席作证的，
应通知有关证人出席作证，并事先告知本机关联系人。

联系人：李华锋 联系电话：13368916755
单位地址：海南省澄迈县金江镇金马大道一横路路口

澄迈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1年1 月30 日

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
澄综执听通字[2021]DG第1号

民生直通车

“调动医护人员参与改革的积极
性是做好药品集采的重要前提。”国
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负责人王雪涛
表示，医护人员是医疗服务的直接提
供方，也是医改主力军，要调动医务
人员参与改革的积极性。

意见指出，对因集中带量采购节
约的医保资金，按照相关规定给予医
疗机构结余留用激励。也就是说，药
品集采节省下来的医保资金，将用于
激励医护人员积极性，并为医院发展
准备“资金弹药”。

福建三明市在改革降低药品的
基础上，将腾出来的空间用于调整医

疗服务价格，建立了动态调整机制。
改革以来，三明市先后8次调整了医
疗服务价格，不断优化医院的医疗服
务收入结构。

这正是以药品集采为“小切口”，
为协同推进医药服务供给侧改革的

“大动作”做准备。针对提高结余医
保资金的合理利用，王雪涛从动态调
整医疗服务价格和加强管理考核两
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是各地要根据实际情况开展
医疗服务价格调整。各地要抓住集
中采购降低药价的“窗口期”，开展医
疗服务价格的调整评估工作，符合条

件的要及时调整优化医疗服务价格。
二是要将采购和使用国家集采

药品的情况纳入考核内容。在公立
医院绩效考核分配、医疗机构负责人
目标责任考核等方面，均要将采购和
使用国家集采中选药品的情况纳入
考核内容，并作为医保基金在总额指
标制定上的重要依据。

“预计今年5月份群众就可以享
受到第四批集采成果。”陈金甫表
示。降价药品“在路上”，药品集采将
为老百姓带来更多“健康红包”。

（新华社北京 1月 30 日电 记
者 彭韵佳）

国家出手“挤水分”“团购”药品成常态
——透视《关于推动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常态化制度化开展的意见》

集中带量采购，可以理解为国家
“团购”药品，以量换价，挤压药品虚
高“水分”。国家与企业进行谈判，通
过保证企业销售数量与市场份额，来
换取更为低廉的价格，为老百姓争取
更多实惠。

从“4+7”集采试点到全国扩围，
两年来国家“团购”药品带来突破性

成效：三批国家集采共112个药品，
平均降价54%，节约费用总体超过
1000亿元。

以“国家队”为首，多个省份纷纷
启动省级或跨省联动药品集采，向虚
高药价“开刀”，原来的固化利益被不
断分化瓦解，逐步让利给每一位需要

“救命药”的老百姓。

“低价”是药品集采带给老百姓
的一个“健康红包”，让老百姓用得起
药，用得上好药。

“重点将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内
用量大、采购金额高的药品纳入采
购范围。”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陈
金 甫 表 示 ，随 着 药 品 集 采 常 态
化，国家“团购”将逐步覆盖国内

上市的临床必需、质量可靠的各
类药品，充分发挥医保基金战略
性购买作用。

这就意味着，未来市场上将有更
多药品被纳入国家“团购”，持续为老
百姓的“药价清单”扩充可选范围。
这是药品集采带给老百姓的另一个

“健康红包”。

“招采合一是药品集中带量采购
的亮点。”陈金甫表示，药品集采实行
量价挂钩，根据医院实际用药量，明
确采购数量，并直接把指标落在医疗
机构。联采办会追踪企业库存，追踪
医院用量情况，增加老百姓用上“团
购”药品的可能性。

这里的采购数量是全国采购量，
是实实在在的销量。一旦药品中选，

就意味着中选药品将被采购。截至
2020年，实际采购量已达协议采购
量的2.4倍。

此外，意见明确规定医疗机构应
承担采购结算主体责任，并建立药品
集中带量采购预付机制，医保基金按
不低于年度约定采购金额的30%专
项预付给医疗机构，之后按照医疗机
构采购进度，逐步冲抵预付金。

这就避免了医疗机构拖欠货款的
可能，给中选企业一份“货真价实”且
兜底可行的合同，让药企能够及时回
款，再对药品研发与创新进行投入。

为减少企业多投标带来的巨大
交易成本，意见强调地方招采一定
要有联盟性，要以省级平台为中心，
推荐主张区域性跨区的联盟，尽可
能增加集中招标采购的市场容量和

竞争规格。
“集采常态化对平台建设提出严

格要求。”陈金甫表示，要形成全国信
息互联互通、公平公开统一的市场招
采机制，帮助改善营商环境，避免企
业在上万家医院都要投标。

招采合一、医保基金预付、联盟
招采、全国平台建设……诸多举措将
为集采常态化“保驾护航”。

新华社北京1月30日电 为深入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诚信建设的重
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新时代公民道
德建设实施纲要》，弘扬诚信文化，推
进诚信建设，发挥诚信典型的示范引
领作用，在全社会形成履约践诺、诚实
守信的良好风尚，中央宣传部、国家发
展改革委近日向社会发布了2020年

“诚信之星”。
此次发布的“诚信之星”包括3个

集体和9名个人：国网南京供电公司
石城供电抢修服务队、山东康力医疗
器械科技有限公司、青海省西宁汽车
站有限责任公司，河北省承德市丰宁满
族自治县胡麻营镇河东村党支部书记
王福国、黑龙江飞鹤乳业有限公司董事
长冷友斌、浙江省建德市乾潭镇陵上新
村卫生室乡村医生吴光潮、安徽省六安
市金寨县花石乡大湾村党总支第一书
记余静、福建盼盼食品有限公司总裁蔡

金钗、湖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分公司经
理汪勇、湖南省郴州市宜章县吉兴纸业
有限公司董事长谢运良、四川省成都天
府新区宗富水果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
长裴忠富、陕西省榆林市佳县人民医院
原副院长路生梅。

2020年“诚信之星”发布主要通
过电视专题片讲述“诚信之星”先进事
迹。他们有的为了一份信任，不畏艰
险、冒疫奔忙，用臂膀扛起如山的责

任，勇做挺身而出的凡人；有的秉承
“诚信为本、品质至上”的企业精神，不
计成本保证防疫物资供应，为全国疫
情防控作出突出贡献；有的响应号召，
主动请缨，坚守“一户不脱贫决不撤
岗”的庄严承诺；有的扎根偏远乡村，
甘守清贫寂寞，为乡亲解决病痛，多年
如一日甘当村民“健康守门人”；有的
弘扬家风、恪守家训，致富不忘乡亲，

“不帮乡亲拔掉穷根决不罢休”。他们

的感人事迹生动展现了新时代中国人
守信践诺、以诚立身的精神风貌，是

“诚信”价值理念的坚定守护者，是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模范践行者。专
题片还播放了主题曲《诚信之光》。

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将
为2020年“诚信之星”颁发证书和奖
杯。“诚信之星”发布特别节目将由中
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财经频道1月
31日21时30分首播。

中宣部、国家发改委

联合发布2020年“诚信之星”

国务院办公厅
日前印发《关于推
动药品集中带量采
购工作常态化制度
化开展的意见》，明
确要推动药品集中
带量采购工作常态
化制度化，引导药
品价格回归合理水
平，有力减轻群众
用药负担。

为何要推动药
品集采常态化？药
品集采对老百姓有
何益处？如何落实
药品集采常态化？
国家医疗保障局等
多部门29日召开
发布会，强调药品
集采常态化将持续
“发力”。

给老百姓一份合理的“药价清单”

集采“小切口”医改“大动作”

多举措为药品集采常态化“保驾护航”

新
华
社
发

村医老许：
山里人身边的“120”

在河南济源邵原镇称弯村南面的高地上，有
一个村卫生室，这里承担着全村130余户群众、
488口人的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任务。只要
到过该村的人总会看到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手拄
拐杖、肩背药箱的身影，他就是村医许奎民。

担任乡村医生40多年来，风雨无阻，随叫随
到，当地村民都亲切地称他为身边的“120”。

幼时一场大病，让许奎民患上了小儿麻痹。
此后多年，他的右腿肌肉严重萎缩，活动行走只能
靠一根拐杖来支撑。1979年卫校毕业后，他回到
称弯村担任乡村医生，40多年来，许奎民在自己
的岗位上见证了本村医疗条件的不断变化。

自实行新农合制度以来，许奎民的工作不再
仅仅只是治病救人，他还将更多精力放在了扎实
推进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环境的改善上，按新农合
一体化管理制度等的要求，他开始逐步规范资料
管理，在村里建立健全消毒和传染病制度。

随着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越来越完善，村医的
工作也变得更加琐碎。除了给村民看好病，许奎民
还要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村民健康档案管理、
健康教育、健康扶贫等。为了更好地服务村民，一
把年纪的许奎民学会了使用电脑、QQ、微信等。

“现在跟以前真的是不一样了。我在医疗室
工作，下处方、做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扶贫档案，这
些资料啥都需要在电脑上操作。”许奎民说。

不仅如此，老许还学会了制作各种报表，他制作
上报的孕产妇、新生儿等各项报表，准确率达
100%。儿童预防接种工作是农村卫生工作的重中
之重，老许对全村的新生儿都进行认真核查，建卡率
100%。多年来称弯村的儿童接种率均在95%以上。

同时，许奎民响应国家健康扶贫的政策，也开
始认真在村里开展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免费为村
民进行健康体检，规范建立居民健康档案，对于本
村48例高血压、7名糖尿病患者，他尤其关注，除
了每3个月按时上门随访一次，他还经常给这些
患者打电话，在拉家常中积极宣传慢性病预防知
识，努力转变山里群众“重治轻防”的观念，为基层
卫生事业筑好第一道防线。

“十三五”期间，济源卫生健康事业持续、稳定、
健康发展。每千常住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从
4.49张增加到4.9张，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从
2.78人增加到3.32人；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费从
40元提高到74元，济源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7.5岁。

“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我既是一名脱贫攻
坚的受益者，同时又是一名健康扶贫工作者。一
路走来，非常感谢党和政府的关怀。济源是愚公
精神的发源地，我也要像愚公一样，努力移走困扰
山里群众的疾病大山，守护好他们的健康。”许奎
民说。 （据新华社郑州1月30日电 记者王烁）

中国自由式滑雪运动员谷爱凌29日在美国
阿斯本举行的世界极限运动会X Games冬季
赛中夺得女子超级U型场地比赛冠军。这是中
国选手首次在该项比赛中夺冠。图为谷爱凌在决
赛中。 新华社/美联

谷爱凌世界极限运动会摘金
这是中国选手首次在该项比赛中夺冠

●脱贫攻坚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