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继11月30日调价“搁浅”后，国
内汽油、柴油价格将继续维持现状。
国家发展改革委14日称，按现行国
内成品油价格机制测算，本次汽油、
柴油价格不调整。

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说，11
月30日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
国际市场油价小幅波动， 按现行国
内成品油价格机制测算，12月14日
的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与11月
30日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相比，
同时考虑11月30日未调价金额，累
计调价金额每吨不足50元。 根据
《石油价格管理办法》 第七条规定，
本次汽油、柴油价格不作调整，未调
金额纳入下次调价时累加或冲抵。

截至目前，今年汽油、柴油价格
已经历24轮调价周期， 其中6次下
调，10次上调，8次“搁浅”。

■据新华社

本次汽油、柴油
价格不调整

要快读

记者14日从工信部获悉，工信
部印发《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
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以产业化和集成应用为重点，
推进人工智能和制造业深度融合。
工信部提出力争到2020年人工智
能重点产品规模化发展， 整体核心
基础能力显著增强， 重点领域形成
国际竞争优势。 ■据新华社

我人工智能重点领域
2020年具国际竞争优势

12月14日，“亲信干政”事件主角崔顺实（中）被押往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受审。 韩国检方14日在首尔中央
地方法院就“亲信干政”事件主角崔顺实涉嫌滥用权力等案件提请法庭判处其25年有期徒刑。此外，当天检方还
提请法院判处涉嫌行贿的乐天集团会长辛东彬4年有期徒刑。 新华社 图

12月6日，国家食药监总局发
文要求浙江省食药监局按照《药
品管理法》及仿制药质量和疗效
一致性评价的有关规定，督促企
业尽快启动临床有效性试验。

对于这款白内障治疗药品
临床有效性的质疑，早在22年前
的1995年，莎普爱思通过临床二

期试验申报时，就已经存在。
12月13日， 曾参加莎普爱

思临床试验评审的专家、 国际
眼科科学院院士赵家良教授接
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当时的评
审委员会内对莎普爱思提交的
报告存在不同的意见， 有不少
专家提出了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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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医务界部分医生质疑
“莎普爱思滴眼液” 产品疗效，
引起社会持续关注。 国家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有关司局负
责人日前说， 食药监总局已责
成浙江省食药监局立即对莎普
爱思产品广告内容进行复审，
近期已要求各地进一步加强药
品广告审查监管工作， 严格药
品广告审查程序和标准， 从严
审批广告。

该负责人指出，浙江“莎普
爱思滴眼液” 广告文号由浙江
省食药监局负责审查批准，浙
江省广告监测中心监控系统显
示，未发现有关“莎普爱思滴眼
液”的违法广告。对于民众反映
该广告的问题， 食药监总局已
责成浙江省食药监局立即对该
产品广告内容进行复审， 在复
审期间， 该企业已主动全面停
播“莎普爱思滴眼液”广告。

据了解， 食药监总局已制
定《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特

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审查
管理办法（送审稿）》，进一步对
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等领域
产品的广告审查提出规范。该
办法目前已进入法制审查阶
段，并公开征求了意见，将按照
立法程序加快后续推进。 下一
步， 还将积极推进广告审查相
关法律法规建设， 完善相关规
定和标准， 同时监督指导各省
份对广告审查工作开展自查，
查找问题。

针对现行药品广告审查发
布标准一些没有明确的问题，
食药监总局将会同工商行政管
理等部门， 加快研究制订相关
技术标准指南， 督促指导各地
从严审批广告， 同时也将加强
对药品企业的日常监管， 对于
发布违法广告行为， 在移送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的同时， 情节
严重的， 一律撤销或收回广告
批准文号，并依法采取公告、暂
停销售等措施。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14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中方对美国“2018财年国
防授权法案” 涉台条款表
示坚决反对， 并已向美方
提出严正交涉。

据报道， 美国总统特
朗普签署了“2018财年国
防授权法案”， 其中包含
“评估美台军舰互访的可
能性” 等没有约束力的涉
台条款。

陆慷表示， 美国有关
法案涉台条款虽不具法律
约束力， 但严重违背一个
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

公报规定，是对中国内政的
干涉。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并已向美国政府提出严正
交涉。

“我们重申，一个中国原
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
中方坚决反对美台进行任
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
联系， 反对美售台武器。”陆
慷说，中方要求美方充分认
清有关涉台条款的严重危
害性，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和
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妥
善处理涉台问题，以免损害
中美合作大局和台海和平
稳定。 ■据新华社

国家统计局14日发布了11
月份中国经济主要数据。针对近
期经济形势热点问题，国家统计
局新闻发言人毛盛勇14日在国
新办发布会上进行了回应。

“国民经济继续保持稳中
向好发展态势， 生产需求平稳
增长， 就业物价总体稳定。”毛
盛勇说， 当前经济运行呈现三
大特点： 一是经济运行韧性增
强。二是经济结构优化。三是经
济提质增效态势良好。

展望明年，毛盛勇说，中国
经济有条件保持稳中向好的发
展态势。

从世界经济来看， 我国发
展面临的外部环境较好。 毛盛
勇说， 世界经济复苏的态势比
较明朗， 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

济体都呈现复苏态势。 全球贸
易也在较快增长， 这是一个好
的外部环境。

从国内经济运行来看，消
费和投资有望保持平稳增长。
毛盛勇说， 明年消费将延续规
模持续增长、 结构升级步伐加
快、 对增长贡献提升的良好态
势。制造业在加快振兴，制造业
投资有可能会继续回升， 基础
设施投资保持相对平稳， 房地
产投资也不会有大的起落，所
以投资也能保持总体平稳的发
展态势。

毛盛勇说， 明年的经济增
长有比较好的需求支撑， 要把
更多精力和工作重心放在推进
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上， 推动
高质量发展。 ■据新华社

食药监总局：对莎普爱思广告进行复审
将加快推进出台药品保健食品等广告审查管理办法

声音

在赵家良看来， 单单进行
莎普爱思的再评价是不够的，
所有已经上市的苄达赖氨酸滴
眼液都应当拿出最新的疗效有
效性证据。

“当时上的这些药都是合
法合规的，不是假药，但我们对
疾病的认识在进步。”赵家良说
道，“一个药物上市以后有三种
可能：被证明安全且有效、安全
但没效、有效但不安全，苄达赖
氨酸滴眼液就属于第二种。”

根据国家食药监总局网站
的备案信息， 目前国内获批上
市的苄达赖氨酸滴眼液包括莎
普爱思在内共有11个厂家的产
品。除此之外，据不完全统计，
适应症与治疗白内障有关的滴
眼液还有还原型谷胱甘肽滴眼
液、牛磺酸滴眼液、吡诺克辛钠
滴眼液、法可林滴眼液等8个品
种， 涉及国产和进口品牌产品
近百个。

■综合新华社

评审专家:临床有效性争议22年前就存在

市面上还有很多“莎普爱思”类滴眼药

国家统计局回应经济运行热点
明年中国经济有条件保持稳中向好

外交部：
已就美有关法案涉台条款提出严正交涉

韩国检方提请判处“亲信干政”主角崔顺实25年监禁

记者14日从西安市人
社部门了解到，针对经开区
一保安在伸手施救一名坠
楼女子时不幸死亡一事，西
安市人社局已认定救人保
安李国武为因工死亡，家属
将获得相应赔偿。

据了解 ，12月13日上
午，李国武所在单位向西安
市人社局工伤保险处提出
李国武工亡认定申请。在前
期调查的基础上，西安市人
社局认定李国武系因公死
亡，并已将《工伤保险认定
书》送达李国武家属，家属
也已签字确认。

根据相应政策，当地人
社部门将尽快为李国武家

属落实发放相关工亡待遇，
包括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丧
葬补助金共计70余万元。因
李国武所在单位此前为其
参加了工伤保险，因此上述
所有费用全部由西安市工
伤保险基金支付。

12月10日， 西安市经
开区凤城五路世纪金花商
场保安李国武在上班期间
发现有人坠楼， 上前伸手
打算施救， 不料被高空坠
下的女子砸中头部， 当场
死亡。据了解，今年43岁的
李国武是一名退伍军人。
目前当地正在为他申报
“见义勇为”称号。

■据新华社

救人保安被认定因工死亡
家属将获赔70余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