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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种新药进医保

老年人大多有基础性疾病，一旦发生新冠病毒感染，重症、死亡的风险高于年轻人和儿童。我国老年人
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的情况如何？接种有哪些注意事项？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有关专家进行了权威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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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年居住在偏远农村地区的老
年人，有无必要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王华庆表示，上述地区的医疗救治条
件相对较差，更需将保护做到位。

“只要有易感人群，不管是在城
市还是在农村，都会发生传染的情
况。”王华庆表示，随着交通越来越便
利，人员交流越来越频繁，传染源也
有可能到达偏远地区。

郑忠伟表示，随着年轻人接种

疫苗比例越来越高，很多年轻人即
使发生了感染，表现的症状也很轻，
甚至是无症状。当他们回家看望老
人时，存在把病毒带回家感染老人的
风险。

“如果符合接种条件，建议按照
‘应接尽接’原则接种疫苗。”王华庆
说。

（新华社北京12月3日电 记者
董瑞丰 徐鹏航）

郑忠伟介绍，目前为止，我国新冠
病毒疫苗在境内外60岁以上老人当
中的接种数量已经超过5亿剂次，显
示出良好的安全性。

有基础性疾病的老年人能否接种
新冠病毒疫苗？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
划首席专家王华庆表示，建议在基础
性疾病的平稳期进行接种。若拿不
准，可咨询医生，评估能否接种疫苗。

国家卫健委疾控局二级巡视员崔
钢介绍，针对老年人基础性疾病较多、
抵抗力较弱等特点，要求各地接种前

要认真执行健康状况询问和接种禁忌
核查，充分告知受种者接种疫苗品种、
作用、接种禁忌、不良反应和接种后留
观等注意事项。严格遵守“三查七对
一验证”原则，做好接种后现场留观。
在老年人接种完疫苗后，要求社区做
好接种3天内观察随访。

崔钢介绍，为更好开展老年人接
种服务，部分地区的接种单位设立了
老年人接种“绿色通道”，并采用移动
接种车等方式，提供多样化的疫苗接
种服务，减少老年人等候时间。

老年人接种新冠疫苗
有哪些注意事项？

权威专家回应来了

“老年人群的新冠病毒疫苗接
种比例较低，但其感染新冠病毒后
发生重症和死亡的风险最高。”国家
卫健委医药卫生科技发展研究中心
主任郑忠伟介绍，广东、江苏散发疫
情以来的数据显示，老年人接种新
冠病毒疫苗后出现重症的风险明显
低于未接种疫苗的老年人，出现重

症的感染者 90%以上未接种疫苗，
应加快推进疫苗接种。

郑忠伟还表示，研究发现，老年
人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后产生的中
和抗体水平低于年轻人，且随时间
推移，中和抗体水平有一定程度的
下降，建议老年人适时尽快接种加
强针。

近5000万名老年人尚未接种新冠疫苗A

基础性疾病患者建议在平稳期接种B
偏远地区老年人也建议“应接尽接”C

●琼海嘉积宇晨防水材料店遗失
公章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冯文东遗失座落于琼山县大致
圩新西五街 11号国有土地使用
证，证号：大致坡-0360，声明作
废。
●申松遗失文昌中南森海湾E1-
101 商 铺 押 金 收 据 ，编 号 ：
HNQYS190405442，声明作废。
●郝春雨遗失海南康大宏业商业
管理有限公司开具的履约保证金，
编号：0013819，金额：160404元，
声明作废。
●郝春雨遗失海南康大宏业商业
管理有限公司开具的服务费保证
金编号：0013820，金额：40101
元，声明作废。
●王艺霏不慎遗失海南华侨城实
业有限公司开具的华侨城曦海岸
项目认购书一份，共2页。认购书
为：西区三号地块7-1101房的认
购书（编号0001823)，声明作废。

●王秀鲁遗失临高县农业农村局
核发的海洋渔业普通船员证书，证
书号码：460028198703128999，
声明作废。
●陈才泽遗失临高县农业农村局
核发的海洋渔业助理管轮证书，证
书号码：460028198304178999，
声明作废。
●黄亚一遗失防城港市大数据和
行政审批局核发的海洋渔业二级
船 副 证 书 ，证 书 号 码 ：
450602198809249579，声明作废。
●三亚市乡镇实业发展总公司公
章不慎遗失，现声明作废。
●澄迈永发鸿兴环保砖厂（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2469027MA5RDRR
58F）遗失公章和经营者（黄飞）私
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瑞阳实业有限公司财务章、
私章遗失，声明作废。
●朱振平不慎遗失户口准迁证，准
迁证编号：琼 01200437，声明作
废。

交房公告
尊敬的卓越·盈滨悦府一期业主：
您好！由我司（澄迈展创置业有限
公司）开发的房产，位于海南省澄
迈县老城经济开发区工业大道与
欣龙路交汇处西北角的卓越·盈滨
悦府一期（报建名：“澄迈展创壹
号”）已达到交房标准，定于2021
年12月4日起在卓越·盈滨悦府营
销中心正式交房，请您携带好相
关资料及时办理交接，如您尚欠我
司相关费用，请您在办理交接的
同时一次性向我司缴清。在此，
澄迈展创置业有限公司全体员工
恭迎各位业主回家！详情请致电：
0898-36967888，特此公告!

澄迈展创置业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3日

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
李鹤（身份证号：4601021984072

92712）：

经查，你自2021年9月10日起已

连续旷工超过十五个工作日，严重

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根据有关规

定，单位于2021年11月10日对你

作出解除劳动关系的决定。经多次

与你联系未果，请你自本通知刊登

之日起30日内到单位人事部办理相

关手续。逾期，后果自负。特此通知。

海南路桥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29日

减资公告
海南兆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601005730598
51K）经股东会议决议拟向公司登
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
本由人民币500万元减少至人民
币100万元，原债权债务不变，请
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45日内向公
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
保请求，特此公告。
联系人：张明辉 13698925191

注销公告
海南展地律师事务所（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31460000MD0273102K）
拟向海南省司法厅申请注销，请债
权债务人见报起45天内到本所办
理相关事宜。

● 戴 肇 辉 ( 身 份 证 号 码 ：
110107196702040318）不慎将海
南台达旅业开发有限公司高尔夫
球俱乐部会员证号为D000219的
转让过户变更申请书遗失，声明作
废。
● 吴 建 川 ( 身 份 证 号 码 ：
510212196103080319）不慎将海
南台达旅业开发有限公司高尔夫
球俱乐部会员证号为D000297的
会员入会约定书遗失，声明作废。
●海南再来一发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0000MA5U292P65）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尚车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遗失工商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6410033791601，账号：2201
078109200043957，声明作废。
●海口琼山回味酒美食全餐饮店
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许可证
编号：JY24601070050448，声明
作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通 知减资注销
●王宗富遗失澄迈县文儒镇山心

村委会槟榔园村小组土地承包经

营权证书，承包经营权证编码：

469023105200040064J，声明作

废。

●文国燕(身份证4600311980071

23617)遗失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证 书 ，经 营 权 证 编 号 ：

469026101206090017J，流 水 号

572724，特此声明。

●三亚吉阳区大东海优莎蜜尔烘

焙中心不慎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

正 本 ， 许 可 证 编 号 ：

JY24602002074497，声明作废。

●多文镇东江村委会新村村民小

组基本户开户许可证遗失，核准证

号：J6410017660002，声明作废。

●王海应遗失海口绿地鸿翔置业

有限公司绿地城项目100836元收

据一张，收据编号：0000735，开具

时间2014年5月24日，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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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国贸北路国安大厦1308房
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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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府一横路19号美舍小区10栋201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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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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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810888
温馨提示：

信息由大众发布，消费者谨
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

资讯
广场 可查阅广告 看招聘信息

大 海 融 媒 海 报 招 聘

转 让

农庄150亩（其中建设用地35亩）

转让。张1385366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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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热线：66810888

公告
万宁椰海渔业服务有限公司：

根据海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渔船入库有关问题的通知》
（琼农字[2021]206号）文件明确：你公司所属的涉案渔船琼万
渔 00139、00140、00141、00142、00143、00145、00146、
00147、00148、00149、00150、00158、00159、01046、10059、
10139、10140、10141、10142、10146、10148、10149、10150、
10156、10192、20016、21086等27艘渔船不予纳入全国渔船
动态管理系统。我中心经研究决定：从2021年12月起不再受
理你公司上述渔船的检验申请，不再将其纳入我市渔船监管范
围，其原证照予以注销。

特此公告。
万宁市渔政事务服务中心

2021年12月4日

受委托，定于2021年12月13日09:00在本公司拍卖厅公开拍
卖：海南卫视2022年每天7:00-18:00区间广告资源。参考价：640
元/分钟；竞买保证金：1500万元。竞买人资格条件及承诺：①注册
资本不低于人民币1000万元，三年内无不良信用记录；②在海南卫
视2022年7:00—18:00区间投放广告总金额须不低于人民币5400
万元。交纳竞买保证金时间：有意竞买者请于2021年12月10日
12:00前将竞买保证金汇入以下账户（户名：海南海视旅游卫视传媒
有限责任公司；账号：1100 1018 7000 5302 6947；开户银行：建设
银行北京朝阳支行），竞买保证金以款到账为准。报名时间：请于
2021年12月10日17:00前携带相关有效证件到我司办理竞买手续。
网址：www.hntianyue.com；电话：0898-68555961 18508955059
李先生；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主楼41层。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11204期）

《江东新区国际综合服务组团控制性详细规划》JD-
ZH-01-A02、03、07、08地块规划指标确定公示启事

经报海口市政府同意，拟按程序对《江东新区国际综合服务组团
控制性详细规划》JDZH-01-A02、03、07、08地块规划指标进行确
定。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民意见，现将确定规划指标进行公示启
事。1.公示时间：30天（2021年12月4日至2022年1月2日）。2.公示
地点：海口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haikou.gov.cn/）、海
口江东新区管理局官网（http://jdxq.haikou.gov.cn/）海南日报、海
口日报。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至：hksjdglj@
163.com；（2）书面意见邮寄到海口市美兰区兴洋大道181号，海口江
东新区管理局规划统筹部，邮政编码：571127；（3）意见应在公示期
限内反馈，逾期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5686617，联系人：高铭聪。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2021年12月4日

请以下柴油机动车辆，车牌号为
桂 KU8567、湘 H69697、湘 J66133、豫 EYZ889、粤 KSC937、

云 H9Q306、琼 D00858、琼 D01148、琼 D01178、琼 D01503、

琼 D01863、琼 D09480、琼 DP2736、琼 D01339、琼 D01688、

琼 D08971、琼 D06440 琼 D01245、琼 D01373、琼 D01482、

琼 D01490、琼 D01499、琼 D01691、琼 D01851、琼 D02056、

琼 D04083、琼 D04211、琼 D04815、琼 D05040、琼 D05071、

琼 D07461、琼 D07879、鄂 A79205、鄂 S31732、赣 CR0069、

桂 KL7358、桂 KY3132、黑 A92609、黑 R55635、冀 EJX962、

津 AH6513、津 AJ0192、津 AJ5500、闽 FAK277、湘 F0XR01、

豫 G69907、豫 G69910、粤 AN1705、粤 AN1706、粤 GR6421、

粤 PCU983、浙 FG2070、琼 D01280、琼 D01438、琼 D01443、

琼 D01478、琼 D01845、琼 D01962、琼 D05473、琼 D06346、

琼 D07551、琼 DA6688、琼 DHH888、琼 D01268、琼 D02092、

琼 D04029、琼 D04439、琼 D04642、琼 D04755、琼 D07146、

琼 D07842、琼 D08066、琼 D08181、琼 D0A083、琼 DD3003、

琼 D04930、琼 D0A018、琼 DK2253、琼 D01331、琼 D01876、

琼 D03211、琼 D04416、桂 K33983、桂 KV0313、湘 A52907、

湘 C8U908、渝 AC952F、豫 SQ9Z86 琼 D01222、琼 D01596、

琼 D02831、琼 D04570、琼 D04573、琼 D07902、琼 D0BF66、

琼 D04003、琼 D01568、琼 D01633、琼 D02088、琼 D06820、

琼 D07151、冀 JCF137、渝 HB0903、豫 AM8670、豫 G69905、

豫 G69909、粤 AN1681、粤 AN1682、粤 AN1708、粤 AN1710

的车主及时到海南省交通规费征稽局五指山分局或就近的各市县

征稽分局办理缴费相关事宜。如不及时办理缴费相关事宜，我分局

将进行下一步法律程序。咨询热线：0898-86622290。

海南省交通规费征稽局五指山分局
2021年12月3日

公告

和风•家园住宅项目E5102地块
装配式建筑奖励建筑面积规划公示启事

海南发展控股置业集团有限公司拟建的和风•家园住宅项目
E5102地块位于海口市江东新区三组团JDZH-03-C01地块。根
据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正式盖章的《海南省装配式建筑实施方
案审查申请表》，本项目装配率满足《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GB/
T51129-2017）的要求，给予地上建筑面积的3%奖励，奖励面积共
计9645.03平方米（不计入容积率核算）。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和
公众的意见，现按程序进行公示启事。1.公示时间：10天（2021年
12月4至2021年12月13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人民政府门户
网站（http://www.haikou.gov.cn/）、海南日报、海口日报。3.公
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至：hksjdglj@163.com；（2）
书面意见邮寄到海口市美兰区兴洋大道181号，海口江东新区管理
局规划统筹部，邮政编码：571127；（3）意见应在公示期限内反馈，逾
期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5686619,联系人：高铭聪。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2021年12月4日

最新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结果“出炉”。国家医疗保障局3日在
京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本次调整后，74种新药进入目录，包括谈判调入
的67种独家药品和直接调入的7种非独家药品，其中谈判成功的独家药
品平均降价61.71%，降价幅度再创历史新高

“天价药”降为“平民价”，此次医保药品
目录谈判首次纳入高值药品，降价幅度可谓
空前。

“本次谈判预计2022年可累计为患者
减负超300亿元。”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
理司司长黄华波介绍，经国家医保局初步测
算，新增的74种药品预计2022年增加的基
金支出，与目录内药品降价等腾出的基金空
间基本相当。从总体上看，近期不会明显增
加基金支出。

据国家癌症中心原副主任、中国医学科

学院肿瘤医院原副院长石远凯介绍，一些原
来价格昂贵的药品开出“平民价”，符合“保基
本”的定位，经谈判后顺利进入目录。比如曾
经高达每针70万元用于治疗脊髓性肌萎缩症
的诺西那生钠注射液，经过谈判后大幅降价，
达到多数患者可承受范围之内；年治疗费用
超百万的达雷妥尤单抗注射液，在此次谈判
成功后，价格也将降到30万元以下。

值得注意的是，按照限定的支付范围，
目前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内所有药品年治疗
费用均未超过30万元。

首次纳入高值药品 降价幅度再创新高

此次目录调整中，共计11种药品被调
出目录。“专家们在评审过程中，将可替代性
作为一项重要指标，被调出的药品在目录内
均有疗效相当或更好的药物可供替代。”黄
华波介绍，这为更多新药、好药纳入目录腾
出空间，进一步加快创新药进入医保速度，
提高新药、好药的可及性。

除严格目录外药品的准入，此次调整对
目录内竞争环境发生变化、超过准入协议预
算等情况的部分药品也进行了再次降价，提
高医保基金使用效率。

记者了解到，在67种谈判成功的目录

外独家药品中，有66种为去年上市的药品，
新药纳入率达99%，再次释放出支持更多
新药、好药进入医保的信号。

中国药学会发布的《中国医保药品管理
改革进展与成效蓝皮书》显示，自2018年以
来，医保药品在医疗机构药品使用占比逐年
上升，主导地位进一步巩固，临床用药合理
性得到改善。

据介绍，新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自
2022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

（据新华社北京12月3日电 记者彭韵
佳 赵久龙）

创新药加速进医保 加快新版目录落地

从此次医保谈判结果来看，117种纳入
谈判范围的药品有94种药品谈判成功，入
选成功率达80.34%，再创谈判成功率新高。

“在新增药品中，肿瘤用药达18种。”石
远凯介绍，新增肿瘤用药平均降幅达到
64.88%，覆盖肺癌、淋巴瘤、乳腺癌、肝癌、
胃癌、骨髓瘤等多个肿瘤领域。

以肺癌药品为例，随着伏美替尼此次进
入医保药品目录，截至目前国内上市的三代
EGFR TKI靶向药都已经进入医保。

此外，一些新型靶向药物也被纳入新版
目录，比如我国第一个原创的HER2抗体

偶联药物维迪西妥单抗，这将为胃癌患者提
高用药保障水平。

记者注意到，此次目录调整共纳入7种
罕见病用药，包括治疗法布雷病的阿加糖酶
α注射用浓溶液、治疗蛋白淀粉样心肌病的
氯苯唑酸软胶囊等。

据悉，74种目录外新增药品涉及21个
临床组别。除肿瘤用药和罕见病用药，还包
括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精神病等20种
慢性病用药，丙肝、艾滋病等15种抗感染用
药，2种新冠肺炎治疗用药，12种其他领域
用药，患者受益面广泛。

肿瘤用药再添新药 谈判成功率再创新高

国家卫健委公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
11月29日

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

新冠病毒疫苗接种覆盖人数达21517.9 万人

其中完成全程接种20631.7 万人

目前近5000 万名老年人尚未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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