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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计委发文严管医生
“
处方之笔”
医生处方要点评，处方药要药师审核
建立完善 处方 审 核制 度，
开展处方点评活动，对临床使用
不规范、价格昂贵及用药金额占
比较大的药品， 加大监管力度
……国家卫生计生委日前发布
《关于加强药事管理转变药学服
务模式的通知》， 进一步深化医
改，破除以药补医。

建立完善的处方审核制度
据国家卫计委相关负责人
介绍，2017年我国医改的一个主
要任务是破除以药补医，个人卫
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将
降低到30%以下，百元医疗收入
中消耗的卫生材料降到20元以
下。 实现医药控费杜绝“看病
贵”， 除了加强对药品价格和高
值医药耗材的价格监管，还要管
好医生“处方之笔”，卡住“水分”
黑手。
通知明确要求医疗机构开
展处方点评活动，对点评中发现
的超 常 用 药 和 不 合 理 用 药 ， 进
行干预和跟踪管理。“将处方点
评结果作为科室和医务人员处
方权授予、绩效考核、职称评定
和评价药师审核处方质量的重
要依据， 纳入当地卫生计生行
政部门对医疗机构的绩效考核
指标中。”

通知还要求，各地医疗机构
要建立 完 善 的 处 方 审 核 制 度 ，
优化管理流程， 确保所有处方
经药师审核后调配发放。 药师
审核发现问题， 要与医师沟通
进行干预和纠正。 医疗机构将
临床用药管理要求通过信息化
手段予以体现， 建立药事管理
绩效考核制度。 中医医院还要
建立严格的中药饮片处方专项
点评制度， 重点对不符合辨证
论治等中医药理论的不合理用
药，进行干预管理。

保障并逐步提高药师待遇
随着公立医院改革逐步推
进， 以药补医做法逐步被破除，
一些医疗机构也出现药学服务
削弱的现象和趋势。为此，通知
提出，各地要大力培训和合理配
备临床药师， 发展以病人为中
心、以合理用药为核心的临床药
师队伍。各地要通过完善培养培
训、绩效考核和分配机制，保障
并逐步提高药师待遇，吸引优秀
药学人才，稳定药师队伍。有条
件的医疗机构可开设药师咨询
门诊，为患者提供用药咨询和指
导。鼓励各地在理顺医疗服务价
格过程中， 建立合理补偿机制，
促进合理用药。
■据新华社

公安部督办特大假减肥药案

“进口”减肥药实为农家院生产
在减肥圈，“舒立轻”是一款
知名度极高的减肥药，全英文的
说明书，产地标注为德国，一些
减肥达人昵称其为“小舒”。谁能
想到，这样一款“高大上”的减肥
药，竟出自偏远村落脏乱的农家
小屋里。
近日，在江苏省公安厅食药
环总队的全程指导下，苏州市公
安局破获一起公安部督办的特
大假减肥药案，共查获犯罪嫌疑
人11人。

农家小院生产“
进口”热销药
在百度上输入“舒立轻”三
字， 立刻会跳出8万多条搜索结
果。其中既有销售“官网”，也有
消费者交流的“贴吧”，有的“贴
吧”跟帖达11万之多。
“在 微 信 圈 它 的 知 名 度 更
高， 至于这个品牌到底从何而
来，至今没人能说清楚。”主办此
案的苏州市公安局相城分局太
平派出所民警赵辰曦说，“号称
是德国很流行的药，但是，我们
托人在德国药店并没找到这款
药。”
市场上的药从何而来？
2016年10月， 阿里巴巴打假特
战队注意到这款减肥产品，检测
发现含有非法添加物西布曲明。
于是， 将线索推送至公安部，最
终此案交由苏州公安承办。
“药品包装之精美与生产环
境脏乱，形成巨大反差。”赵辰曦

说。警方的视频显示，药品生产
的地点是在徐州市丰县一个偏
远村庄的农家院落。
犯罪嫌疑人、“生产者”刘某
称，其坐镇石家庄遥控指挥徐州
的钱某生产。

平均每月销售10万余元
在这起案件中，苏州市公安
局最终查获生产、销售假减肥药
的犯罪嫌疑人共11人。
目前， 警方的证据显示，刘
某制售假减肥药不到7个月，销
售额高达73万余元， 平均每月
10万余元。王某本人9个月销售
额高达120万元， 而其整个家族
销售额约200万元。
“假 减 肥 药 的 利 润 堪 比 贩
毒。”苏州市公安局环境与食品
药品警察支队副支队长田伟
说，以“舒立轻”为例，犯罪嫌疑
人王某从刘某处购买， 最初是
68元/瓶， 她一般加价一倍，以
130元/瓶的价格售出。后来，刘
某将价格降至25元/瓶， 王某也
适当降价， 但最低也要75元，是
进价的3倍。
此案主要嫌疑人刘某27岁，
大学毕业，之前从未接触制药。钱
某是一名47岁的农民，初中文化。
纵观整个案件，从购买原料
到出售，基本上都是网上来网上
去，且一对一私下交易，把传统
的工商、食药监等监管环节全都
绕开。
■据新华社

国产首台D级飞行模拟机交付使用
由坐落在天津港保税区的罗克韦尔柯林斯海特（天津）飞行模拟系统有限公司研制生产的B737NG D级飞
行模拟机，7月17日交付天津飞安航空训练有限公司， 这标志着国产首台D级飞行模拟机正式在天津交付使用。
图为飞行模拟机的内部场景。
新华社 图

外交部：反对美台进行任何形式的
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

甘肃白银“8·05”
连环杀人案18日开庭

对美国国会众议院审议
通过“2018财年国防授权法
案”涉及台湾问题一事，外交
部发言人陆慷17日表示，中
方一贯坚决反对美台进行任
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
系。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
有记者问， 美国国会众议院
14日审议通过“2018财年国
防授权法案”，其中要求美国
防部长评估美台军舰互访的
可能性。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陆慷说， 美国国会众议
院审议通过的“2018财年国
防授权法案” 包含要求美防

记者17日从甘肃省白银市中
级人民法院获悉，白银“8·05”连环
杀人案犯罪嫌疑人高某某涉嫌故
意杀人、强奸、抢劫、侮辱尸体一案
将于18日上午在白银市白银区人
民法院不公开开庭审理。
白银“8·05”连环杀人案的犯
罪嫌疑人在1988年至2002年采用
残忍手段杀害11名女性，此案破案
跨度长达28年，一度被称为“世纪
悬案”。 嫌疑人高某某被警方抓获
后，经审讯，其对在1988年至2002
年间残忍杀害11名女性的犯罪行
为供认不讳。
■据新华社

长向国会提交报告， 对美台
军舰互访进行可行性评估等
消极内容。 有关条款严重违
背美一个中国政策和中美三
个联合公报原则， 干涉中国
内政， 中方已向美方提出严
正交涉。
陆慷表示， 中方一贯坚
决反对美台进行任何形式的
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
“我们敦促美方充分认
清上述法案有关条款的严重
危害性， 不得让含相关条款
的法案通过成法， 不要开历
史倒车， 以免损害中美合作
大局。”他说。
■据新华社

“扫黄打非”部门查办“老虎直播涉黄案”

涉黄女主播达1000余人
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
17日通报，浙江“扫黄打非”
部门近期查办了“老虎直播”
平台传播淫秽色情信息案。
经查，犯罪嫌疑人方某、戚某
等人在利益驱使下，从今年2
月开始研发直播平台，3月开
始赴境外正式运营平台，并
招募女主播从事“色情”直
播。截至5月案发，短短两个
月时间， 该平台累计充值金
额728万余元，注册会员总数
108万余人， 涉黄女主播达
1000余人。
浙江省绍兴市公安局成
立了专案组，侦查摸清了“老
虎直播”的组织结构、涉案人
员和资金走向等情况。5月3
日， 专案组组织警力分14个

行动组开展全国收网行动，
抓获犯罪嫌疑人15名， 刑事
拘留12人， 其中主播工会会
长4名、涉黄女主播4名（包括
通过网络直播传播淫秽色情
信息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黄鳝门”女主播张某某）、平
台技术人员3名、 财务人员1
名， 扣押违法所得160余万
元， 查缴作案工具电脑7台、
手机 34部 ， 查 封 服 务 器 11
台。6月初， 专案组又组织警
力抓获主播工会会长3名、涉
黄女主播7名。
截至目前， 该案共刑事
拘留22人，主犯方某、戚某等
被成功抓获，已批捕10人，上
网追逃3人，案件还在进一步
深入查办中。
■据新华社

浙江警方抓获黑客
“
挖矿”大盗
记者 从浙 江省 金 华市 警 方 获
悉， 金华市公安局金东分局近日抓
获一名利用电脑系统漏洞植入病毒
进行非法获利的犯罪嫌疑人。 该男
子利用此前在全球引发大批网络攻
击事件的“永恒之蓝” 漏洞攻击程
序，控制他人计算机来牟利。
2017年5月12日， 在“永恒之
蓝”勒索病毒袭击全球的同时，浙江
省金华市23岁的技术宅男小方也
行动了起来。不过小方没有勒索，而
是在“挖矿”。
所谓“挖矿”就是黑客控制了一
些不属于自己的计算机或者系统，
使其转变为一台挖矿的“肉鸡”，从
而获得比特币或者门罗币等虚拟货
币。 小方利用系统漏洞向100多台
电脑植入了“永恒之蓝”勒索病毒，
并对这些电脑进行了远程控制，一
周时间内非法获利6000余元。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