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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888

一、招租标的:五指山市解放路与奥雅二横路交叉路口海南省烟
草公司三亚公司五指山营销部综合宿舍楼第一层铺面，建筑面积
220.00m2，竞租底价9057元/月。

二、租赁期限：五年。
三、报名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12月13日，有意竞租者请前往

海南省烟草公司三亚公司五指山营销部办公楼二楼办公室登记报
名，我司将提供《竞租规则》和《房屋租赁合同》范本，并于10日上午
10:00组织统一实地看房。地址：海南省五指山市奥雅二横路8号，
联系人：吴先生，联系电话：0898-86623448。

四、竞价时间：2021年12月16日上午9:30
五、竞价地点：海南省五指山市奥雅二横路8号五指山营销部办

公楼三楼
六、报名条件：有意竞价者，在报名期间内须携带本人身份证原

件和复印件办理报名手续。以单位名义参加竞租的，须提供营业执

照原件，主要负责人身份证明或授权书。
七、保证金：铺面的竞租保证金为人民币3万元，保证金不计利

息，竞租者须在报名期限内交纳，否则不得参加竞租，竞租者需凭保
证金存缴交凭证到五指山营销部二楼办公室领取保证金收据。竞得
者须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未竞得者全额退还保证金。如竞得者违
约，保证金不予退还。

开户单位：海南省烟草公司三亚公司
开户银行：农行三亚分行 银行账号：21-751001040011131
八、备注：本次公开招租的房屋仅限用于商业用途且不得用于经

营下列项目：销售或储存瓶装燃气等易燃易爆的物品；餐饮项目；娱
乐场所；农药产品等有毒有害化学品；汽车维修保养清洗业务；其它
容易产生消防安全隐患，产生噪声、振动、刺激性气味、环境污染等的
经营项目，以及国家明文规定禁止从事的生产经营项目。

九、本公告最终解释权归海南省烟草公司三亚公司所有。

五指山市解放路与奥雅二横路交叉路口铺面招租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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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省万宁市小海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纳潮活海工程（港北
口门拓宽）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形成，现公开征求与该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公众意见表下
载网络链接：https://pan.baidu.com/s/13boBuPL2AfQoScHuY-
O5PA，提取码W83e。二、纸质报告书查阅地点：万宁市生态环境局；
时间：2021.12.1~2021.12.14。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征求项目周
边及可能受到项目实施影响的周边邻近地区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
织的意见。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通过信函或电子邮件，在
公示期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提交到建设单位，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公众应采用实名方式并提供常住地址和有
效联系方式。建设单位：万宁市生态环境局；邮箱：wnhbj12369@163.
com；地址：万宁市万城镇望海大道；电话：18117617481。五、公众提
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1.12.1~2021.12.14。

海南省万宁市小海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纳潮活海工程
（港北口门拓宽）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信息

商铺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QY202112HN0296

受委托，按现状对海口市琼山区府城高登街12间铺面进
行整体招租。一、挂牌价：499968元/年，竞租保证金：150000
元。二、租赁期限：合同签订日次月起两年，以成交价作为第一
年租金。三、公告期：2021年12月7日至2021年12月20日。
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海南省
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zw.hainan.gov.cn/ggzy/）查询。联
系方式：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产权交
易所，电话：0898-66558038吴先生、0898-66558023李女
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1楼受理大厅产权交易4号
窗口，电话：0898-65237542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1年12月7日

仓库及生产线成套捆绑式整体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QY202112HN0299

受委托，按现状对以下仓库和生产线进行整体招租：一、招租
标的：海口市军粮供应管理站成品粮区一楼仓库、加工区一楼仓
库、加工区二楼仓库及一条80吨精米成套设备生产线成套捆绑式
整体招租。二、挂牌价格：385086元/第一年租金。三、租赁期限：
五年，以成交价作为第一年租金，以后每年租金递增3%，采用网络
动态报价方式交易。四、公告期：2021年12月7日至2021年12月
20日。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海
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zw.hainan.gov.cn/ggzy/）查询。
联系方式：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产权交易
所，电话：0898-66558038吴先生、0898-66558023李女士，海南
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1 楼受理大厅 4 号窗口，电话：0898-
65237542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1年12月7日

文昌市文城镇恒天名家五套房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XZ202103HN0059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分别转让文昌市文城镇恒天名家小区

五套房，每套房建筑面积约为 116m2，挂牌底价为 64.05 万元至

65.97万元不等，保证金20万元/套。恒天名家小区周边住宅小区众

多，产业集聚程度较优，公共服务设施较完善，交通便利，是居家置

业的理想选择。公告期：2021年12月7日至2021年12月20日。

受让方资格条件等其他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www.hncq.

cn）、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zw.hainan.gov.cn/ggzy/）查询。联

系方式：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产权交易所，

电话：66558003施女士、66558023李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1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电话：65237542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1年12月7日

海南省海口市椰城公证处公示
债权人（海南中泰创展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与债务人（韩大

梅）于2018年8月6日在我处申办了《借款合同》、《抵押合同》公证

【公证书编号：（2018）椰城证字第3702号】。合同中双方约定债务人

（韩大梅）应在2019年2月5日止向债权人（海南中泰创展小额贷款

有限责任公司）偿还欠款本金人民币玖拾万元（900000.00元），债权

人（海南中泰创展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于2021年7月20日将其

对债务人（韩大梅）享有的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尚欠借款本金、利息、

违约金等转让给现债权人（岑满珍），现截止2021年11月30日债务

人（韩大梅）未能按合同中约定偿还上述债务，现债权人（岑满珍）向

我处申办强制执行公证。如有利害关系人对上述公证事项有异议，请

在公示之日起七日内向我处提出书面意见。

海南省海口市椰城公证处
2021年12月2日

经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同

意，拟按程序对《海口江东新区

国际文化交往组团控制性详细

规划》JDWH-05-D09 地块

“新市·临江汇”项目进行方案

批前公示。为广泛征求社会各

界和市民的意见和建议，现按

程序进行公示。

1. 公示时间：10天（2021

年12月7日至2021年12月17

日）。

2.公示地点：拟建项目现

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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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686639，

联系人：刘鑫。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2021年12月7日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海口江东新区国际文化
交往组团控制性详细规划》JDWH-05-D09
地块“新市·临江汇”项目方案批前公示启事

解除合同通知
海南金色天源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2014年5月4日，贵司与文昌市翁田镇龙马村民委员会大
惠东村民小组、文昌市翁田镇龙马村民委员会大惠西村民小组
（下称“我方”）签订《土地租赁合同》，租赁我方名下坡湖坡、四斗
塘坡地块（四至：东至：〔四斗塘坡〕宅基地，〔坡湖坡〕安堆城 ；南
至：〔四斗塘坡〕明珠塘交界，〔坡湖坡〕堆头山交界；西至：〔四斗
塘坡〕安堆城，〔坡湖坡〕湖仔老溪；北至：〔四斗塘坡〕四斗塘边，
〔坡湖坡〕耕地坡排水沟）。该合同第一条约定：“甲方（即我方）
将位于文昌市翁田镇龙马村民委员会大惠村东、西村民小组的
土地（坡湖坡、四斗塘坡）租赁给乙方（即贵司）使用。”；该合同第
四条约定：“本合同签订后，乙方预交定金20万元（大写：贰拾万
元整），限二个月内付清1841.46亩土地30年租金，即人民币
11244760 元（大写：壹仟壹佰贰拾肆万肆仟柒佰陆拾元
整）。……如超出六个月不付清所有租金，甲方有权无偿收回土
地及附属物，乙方所交付定金，甲方不返还。”

前述《土地租赁合同》签订后，贵司仅向我方支付20万元
（大写：贰拾万元整）定金，未能按合同约定向我方支付30年的
租金11244760元（大写：壹仟壹佰贰拾肆万肆仟柒佰陆拾元
整）。根据《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三条及《土地租赁合同》第四条
的约定，我方有权解除与贵司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另根据
《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五条的规定，现我方正式通知贵司解除与
贵司于2014年5月4日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

请贵司自收到本《解除合同通知》七日内将租赁土地上的建
筑物、附着物及属于贵司的全部财物清理完毕并恢复土地原状，
逾期未清理的，视为贵司放弃前述财物所有权。特此通知。

告知人：文昌市翁田镇龙马村民委员会大惠东村民小组
文昌市翁田镇龙马村民委员会大惠西村民小组

2021年12月7日

招商局海南区域总部项目一期项目位于海口市滨海大道南侧，
项目于2019年7月批建。现建设单位申请增加小区水池、调整园林
道路等内容。方案调整后，各项规划指标保持不变。为广泛征求相
关权益人意见，现按程序进行批前规划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
作日（2021年12月7日至12月20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zzgj.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场；
海南日报；海口日报。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
zzgjcsgs@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口市长滨路第二
行政办公区15栋南楼2054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设计管理
科，邮政编码：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
出的，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69、68724370；联系人：赵浩。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2月7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招商局海南区域总部项目一期项目

变更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由我司开发建设的“保利秀英港项目1号地块四期”位于海口市
秀英区，于2019年取得许可（证号：460100201900083）。现12#和
14#办公楼，15#商业楼及对应地下室已建设完成且封顶检查合格，绿
化、道路、停车位等配套以及现场安全隔离设施设置已完成，我司拟对
上述建筑办理分期竣工规划核实手续。为了广泛征求公众和相关权
益人的意见和建议，现按流程进行公示。1、公示时间：5个工作日
（2021年12月7日-2021年12月13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秀英区
海霞路2-1号1号地块四期项目门口。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
子邮箱请发送到22221994098@qq.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海口
市龙华区滨海大道105号百方大厦B座31楼，邮编：570100；（3）意见
和建议请在公示期间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异议；（4）咨询电
话：18889256998，联系人：王辉明；（5）监督单位：海口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秀英分局，电话：68911737，邮箱：zzgjxyfjgs@sina.com。

海口筑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7日

关于“保利秀英港项目1号地块四期”
分期竣工规划核实的公示

受委托，定于2021年12月23日11:00在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
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按现状公开拍卖：杨昌武位于琼海市长坡镇长
兴街3520.4平方米土地（《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海国用（2007）第
0530号）及建筑面积为229.50平方米房地产（《房屋所有权证》证号
海房权证海字第16003号）。参考价：453.97万元；竞买保证金：100
万元。特别说明：1、竞买人需自行了解并确认符合国家及海南省政
府相关房地产限购政策和当地政府土地规划政策；2、涉案财产产权变
更过户所产生的一切税费、土地出让金及拖欠的物管费、水电费等买卖
双方各自承担；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2021年12月22日止。有意
竞买者请于2021年12月22日17:00前将竞买保证金以转账方式汇入
我司账户（以款到账为准），并凭有效证件到我司办理竞买手续。网址：
www.hntianyue.com；电话：0898-68555961 18907696160 陈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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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2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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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更多罕见病患者“药有所保”
近日，安徽涡阳一名社区工作人员爆料，

有社区干部在微信群中发布通知，要求村组干
部引导群众在全国、全省安全感满意度电话调
查中作出“安全”“满意”“知晓”“参与”等正面
回答，一定不要用“还行”“不错”等模棱两可的
语句或者“不知道”“没参加过”等负面评价。
按要求回答的群众凭电话录音可获得100元至
300元奖励。

满意度调查是了解社情民生的重要途径，
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项工作的成效。通过
直接与群众交流的方式，听取群众对某方面工
作的评价，可以形成具有分量的调研报告，为日
后制定政策、部署工作提供依据与参考。调查
问卷贵在客观，应是群众真实声音的反映。

安徽涡阳通过花钱买“满意”，无疑是对调
查结果的遮掩和粉饰。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
的口碑。有的地方、部门担心调查结果不好
看，便打起歪主意，想方设法诱导群众给出漂
亮的“分数”。类似安徽涡阳的做法，在其他地
方也曾出现过。又如，有的调查问卷设置选项
只有“比较满意”“满意”“非常满意”等正面评
价，使群众无法表达真实意愿；又或者事先向
群众提供标准答案，等等，都是对群众的“绑
架”，用虚假的数据掩盖了真实的问题和矛盾，
导致调查流于形式。如此，既违背了满意度调
查的初衷，也使得群众对调查产生不信任感，
对政府公信力造成伤害，同时，不真实的结果
可能误导上级决策，影响大政方针，亟须引起
重视。

花钱买“满意”，源自错位的政绩观。有人
将满意度调查看作个人政绩、地方形象的一部
分，将其当成应付上级考核、博取个人功名的工
具。在错位政绩观的支配下，满意度调查演变
为一场“生意”，群众的意见被当成可以买卖的
商品。在安徽涡阳，多个部门为“购买”群众“满意”开绿灯，不惜
拿公共财政来埋单，可见满意度调查弄虚作假在一些地方颇有市
场，必须给予纠偏和惩处。

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满意度调查，折射的就是以什么样的
态度对待群众。满意度调查中，不但不能惧怕群众给出不满意
的答案，更要欢迎群众广泛参与、积极发声，踊跃提出意见和建
议。只有充分利用调查契机，搭建起与群众交流沟通的桥梁，将
群众反映突出的问题，当成改进工作的着力点，才能把工作真正
做到群众的心坎上，收获群众发自内心的满意。

试想，如果连群众说真话、讲真事都不敢去面对，又何谈一切
以人民为中心呢？因此，对于花钱买“满意”等弄虚作假行为，不
能听之任之，而应严加追责。既要对相关责任人启动问责，以示
警醒，同时要倒查流程，堵住漏洞，合力刹住弄虚作假的不正之
风。接受满意度调查的群众也不要被蝇头小利所误导和干扰，应
以认真态度对待每一份调查问卷，把问题、意见充分反映出来，进
而推动工作的改进。

数字经济时代，许多“面对
面”的场景被“屏对屏”所代替，个
人信息就是解锁“屏对屏”的密
钥，一旦泄露，不仅意味着各种骚
扰的开始，更会成为滋生网络犯
罪的温床。海南省委网信办此前
多次通报一些手机APP、小程序
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情
况，如何更好保护个人信息，成为
人们关心的现实问题。

利益驱动是个人信息过度
采集、过度使用的重要原因。黑

市上，个人信息被肆意买卖，已
经形成成熟的产业链条。查处
盗取个人信息违法行为，关键在
于揪出背后的利益链条。既要
注重源头治理，织密法律之网，
加大查处力度；也要着眼系统整
顿，充分发挥技术优势，提升用
户安全意识。唯有多方用力、立
体防护，才能织密个人信息防护
网，让人们畅享线上生活的便利
与精彩。

（图/李英挺 文/韩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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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好职场数字化监管的边界

日前，某公司通过统计排查非
工作流量信息，对员工在办公区域
内看视频、听音乐等行为通报处
罚，引发热议。员工的这些行为被
大家调侃为“摸鱼”，意为偷懒，不
务正业。听闻此事，一些网友“瑟
瑟发抖”：我会不会也被公司“监
控”了？（12月6日《工人日报》）

近年来，伴随远程办公、在线
办公的日渐常态化，数字化监管技
术在职场上得到广泛运用。从打
卡签到到管理上网行为、追踪员工
的沟通记录，再到视频监控办公场
所……数字化监管有力促进了企
业监管的精细化，提升了企业的管
理水平。正因如此，不少企业将数字
化监管作为管理创新的首要选择。

然而，数字化监管技术在职场的
广泛运用，也产生了一些负面效应，
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对员工个人隐私
的侵害。企业在运用数字化监管技
术的同时，需要与法治相向而行，始

终守住不侵害员工隐私的底线。
隐私权是个体公民的基本权

利，不容侵害。企业在运用数字化
监管技术实施职场管理时，应妥善
找准数字化监管技术运用与员工
隐私权保护的平衡点，让二者相得
益彰，共同赋能职场管理创新。

遗憾的是，现实中不少企业往
往顾此失彼，甚至任性地在卫生间、
更衣室等私密性较强的场所安装摄
像头，并将所收集的信息作为绩效考
核、解除劳动合同的依据。如此不
仅背离了数字化监管技术赋能管理
创新的初心，也损害了职场的健康
生态，招致职工反感。司法实践中，
部分企业因在职场中滥用数字化监
管技术被诉诸法律而败诉的个案并
不鲜见，无疑给企业滥用数字化监管
技术的行为敲响了警钟。

数字化监管技术是中立的，其
运用结果的好坏，关键在于运用
者。部分企业将数字化监管技术
本末倒置作为监控员工的工具，背
后是法治意识缺失的表现。《中华
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规

定，为订立、履行个人作为一方当
事人的合同所必需，或者按照依法
制定的劳动规章制度和依法签订
的集体合同实施人力资源管理所
必需，处理个人信息应当取得个人
同意。可见，企业运用数字化监管
技术时，即使员工可以让渡部分个
人信息处理权，也必须以员工同意
为基本前提。企业未经员工同意
滥用数字化监管技术，是侵害员工
隐私权的违法行为。

企业在职场上滥用数字化监
管技术，还会降低员工对工作的满
意度，让员工对企业失去基本信任，
既无助于员工人心的凝聚，也无助
于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最终让企
业的长远利益受损，可谓得不偿失。

数字化监管是把双刃剑。企业
在将该技术运用于职场管理时，既要
充分发挥其提高管理效能的优势，更
要严防其可能侵害员工隐私的弊端，
切实担负起依法保护员工隐私的责
任，从而以循法而行的正确姿势，最
大限度避免数字化监管的负面作用，
释放出“科技向善”的满满正能量。

来论

近日，一则“天价药诺西那生
钠注射液进医保”的新闻刷屏了网
络，人们在为数以万计的受惠患者
高兴的同时，也被医保部门锲而不
舍的努力感动。“医保谈判姐姐”

“灵魂砍价”等相关关键词几次登
上热搜，获得网友的疯狂点赞。

诺西那生纳注射液是一种治疗
罕 见 病 脊 髓 性 肌 萎 缩 症（简 称
SMA）的特效药。2019年在中国上
市时，该药一瓶价格将近70万元，
普通家庭完全无力承受。据统计估
算，我国新生儿SMA患者每年新增

1200人，存量患者约3万人，若不加
以治疗干预，80%的患者都活不过1
岁。更有数据显示，我国像SMA这
样的罕见病还有很多，患者总数超
2000万人，且每年新增患者超过20
万。而相比常见病，很多罕见病特
效药价格高昂，难以进入医保目录，
因此很多罕见病患者面临着可用药
物品种少、用药价格贵等难题。

罕见病用药为何难进医保？
价高是主要原因。国家医保具有
普惠性，需要照顾大多数人的利
益。若将治疗罕见病的天价药都
纳入医保，必然会增加医保基金支
付压力，对其他疾病的保障产生冲
击。但正如“医保谈判姐姐”所说，
每一个小群体都不应该被放弃。

如何在保证普惠、公平的前提下争
取让尽可能多的罕见病特效药进
入医保目录？用集中采购的方式，
尽可能降低罕见病用药的价格，无
疑是最直接的办法。

“天价药诺西那生钠注射液进
医保”，大大降低了SMA患者用药负
担，也很大程度上彰显了医保部门关
注罕见病用药，致力于让罕见病特
效药进医保的用心和努力。从最初
的70万元一瓶到药企给出的集中
采购价 50000 多元一瓶，再到最后
的成交价 33000 元一瓶，医保部门
在药品采购和医保谈判上所付出的
艰辛与努力可想而知。以这种用心
和努力，再加上我国患者人数相对
多、用药需求大等市场优势，相信我

国的集中采购和医保谈判之路会越
走越宽，未来也将会有越来越多的罕
见病用药以更合理的价格进入医保，
为更多的罕见病患者带来福音。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
者”，这其中自然也包括“每一个小
群体”。让每一位病人，包括罕见病
患者都享受到社会医疗保障体系
日臻完善的红利，彰显的正是“一
个也不能少”的民生情怀。近年
来，我国不断加快罕见病药物的研
发创新，简化相关药物上市和进口
的审评审批程序，探索建立罕见病
用药保障机制。2019年，国家医保
目录调整中重点考虑罕见病等重大
疾病治疗用药，将原发性肉碱缺乏
症、青年帕金森、肺动脉高压等罕见

病用药纳入医保目录。在 2021 年
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谈判中，又有包
括天价药诺西那生纳注射液在内
的7种罕见病用药一起被纳入医保
目录。此外，各地也在积极探索惠
民保险等多种保障方式，这些努力
无疑都会减轻罕见病患者的负担，
给他们更多治愈疾病的希望。

但同时也要认识到，不放弃
“每一个小群体”仅靠医保部门的
努力还不够。罕见病患者需要全
社会一起努力，建立自助、互助的

“大家庭”，充分发挥各类补充保
险、商业健康保险、慈善等多种渠
道功能，建立多层次医疗保障体
系，更好地满足不同层次的用药需
求，让罕见病患者“罕有所医”。

谈热点 寻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