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0月11日讯 今天上午，
全省三年禁毒大行动总结表彰暨部
署新一轮禁毒人民战争会议在长沙
召开。会前，省委书记杜家毫会见部分
先进集体代表和先进个人。省委副书
记、省长许达哲出席并参加会见。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农宣读
《关于表彰2015-2018年湖南省三
年禁毒大行动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的决定》。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许
显辉作工作报告。 省政协副主席胡
旭晟出席。

杜家毫强调，禁毒工作事关国家
安危、民族兴衰、人民福祉，厉行禁毒
是党和政府的一贯立场和主张。各级
党委政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禁毒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
精神，切实履行好禁毒工作政治责任，
党政主要负责人担当第一责任人，做
到认识到位、措施到位、责任到位、保
障到位， 推动中央关于禁毒工作的
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实到位。

许达哲指出， 各级各相关部门
要提高政治站位，全面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禁毒工作系列决策部署，
以铁的决心、 铁的手腕减少毒品来
源、毒品需求、毒品危害，切实将禁毒
人民战争引向深入， 为建设富饶美
丽幸福新湖南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会上， 各市州政府向省政府递
交了新一轮禁毒人民战争责任状。

■周帙恒 冒蕞 刘笑雪

2018.10.12��星期五 编辑 熊佩凤 图编 言琼 美编 胡万元 校对 张郁文A02 要闻/声音

视
点 抗癌新药入医保，还得消除“肠梗阻”

近日， 国家医疗保障局发布
通知，将阿扎胞苷等17种谈判药品
纳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
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 (2017年版)》
乙类范围，并确定了医保支付标准。
17种抗癌药入医保，并且通过国家
谈判， 让药品均价降低了56.7%，相
关政策将在11月底前开始执行。
（10月11日 南方都市报）

国家医保局公布的这一政策
是对全民的一次“利好”，值得称
道。让人民看得起病，有病能用上
药，这是医保领域的头等大事。而
让国民分享国家的发展红利，实
乃负责任政府的应尽之责和应有

之义。值得一提的是，有好的政策
更要有好的执行。

在中国， 向来不缺乏好的政
策， 但缺乏的是能一杆子插到底
的痛快淋漓的执行。 从过往的经
验看， 要让广大癌症患者普惠性
享受17种抗癌新药的红利， 其过
程恐怕不会如舆论目前所欢呼的
那样顺畅。 广州一家三甲医院的
药剂科人士就坦诚， 目前试点的
GPO（带量采购）名单和方案暂未
出台， 这些抗癌新药医院方面是
否愿意采购，目前不好预测。业内
人士尚且如此没有把握， 外围的
人们就更不好盲目乐观了。 这方

面的“坎坷”是有先例的，以治疗
多发性硬化症的倍泰龙为例，其
2017年7月就进入了医保目录，但
一年过后，北京、江苏等多省（市）
绝大多数医院依然把此药拒之门
外，广大患者望“药”兴叹求救无
门。 而这绝不是孤例。 有数据显
示，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药品“厄
洛替尼”同期进入医保目录，至今
仍有近半省份没有采购数据。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执行不
畅” 呢？ 这到底是医院的个体行
为， 还是制度性漏洞下的普遍现
象呢？我们详查资料，结果并不乐
观。因为我们发现，这些“不顺畅”

并非是医院的不配合， 而是有其
发生的制度性根源。 这里就牵扯
到一个行政管理问题， 也衍生出
一个业内的专业名词———“药占
比”（即药品金额占医疗总费用的
比例）。

2015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城
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指导
意见》，其中规定，医院要严控用
药，规定“药占比”必须在30%以
下，突破这个红线，医院要悬牌警
告，院长可能撸掉乌纱，有这根红
线在，谁还敢随意采购高价药呢？
须知，抗癌药虽然降价了，但依然
是高价药， 若顺应广大患者的需

求，大规模采购，必然突破30%的
红线，导致医院方核心利益受损，
根据利益博弈法则， 医院断不会
如此操作。

因此， 抗癌药品进入医保目
录和“药占比”形成了不可调和的
矛盾， 极大地阻碍了好政策的落
地。 而这两个相互矛盾的政策都
来源于国家层面。为此，我们呼吁
有关智库应该尽快研究出切实可
行的“变通渠道”，如此方可打开
缺口， 为抗癌新药从纸面红利转
化成实际利好提供制度保障，否
则，将陷入空中画饼的窘境。

■本报评论员 张英

本报10月11日讯 今天下午，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中
央有关文件精神和就业工作座谈
会精神，分析研判当前经济形势，部
署做好下阶段经济工作。省委书记
杜家毫主持会议并强调，要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经济形势
的判断和做好当前经济工作的重
大决策部署上来，坚定信心决心、保
持定力耐力，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
基调，坚持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
防风险，多措并举稳就业、稳金融、
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坚
定不移打好三大攻坚战，全力以赴
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

会议听取了省政府党组关于
前三季度经济形势和贯彻落实中
央“六稳”要求的情况汇报。今年以
来，全省工业经济运行平稳，投资
增速趋稳、结构趋优，消费市场保
持平稳， 外资外贸继续快速增长，
财税质量稳步提升，人民生活持续
改善， 经济运行总体呈现稳中有
进、稳中提质、稳中向好态势。但也
还存在工业增速回落、增长动能不
足、重大风险化解任务较重等困难
和问题。

会议指出，从全局、长远和趋势
看，“稳”是主基调、“进”是关键词、
“好”是总态势。全省各地各部门要
始终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
定信心决心、保持定力耐力，变压
力为动力、化挑战为机遇，坚定不移

把湖南的事情办好。要坚持抓重点、
补短板、强弱项、防风险，把“六稳”
的部署要求落到实处。“六稳” 的着
力点在实体、在产业。要继续深入开
展“产业项目建设年”活动，全力做
好承接产业转移和发展实体经济两
篇文章，加快产业转型升级，调整优
化产业结构，实现新旧动能转换，为
经济高质量发展添活力、 增后劲。
“六稳” 的关键在打好三大攻坚战。
要以作风建设为重点， 全力脱贫攻
坚；妥善处理好有序化债与保工资、
保运转、保民生的关系，做好社会治
理和安全生产等工作， 切实防范化
解重大风险； 坚决整治各类陈疴宿
疾， 牢牢守住发展决不以牺牲环境
为代价的底线。“六稳” 的动力在改
革开放。 要精心筹备好庆祝改革开
放40周年相关工作，继续深化“放
管服”改革、国企国资改革、机构改
革等工作， 大力实施“五大开放行
动”。“六稳”的落脚点在保障改善民
生。 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把稳就业摆在突出位置，尽
心尽力把教育、社保、医疗、交通、饮
水等事关老百姓切身利益的事情办
好，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
感。要立足实际，善于把自身特点优
势、 中央相关政策和当前经济发展
要求三者紧密结合起来， 不断挖掘
和释放政策含金量。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记者 贺佳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分析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阶段经济工作

把“六稳”的部署要求落到实处

递交责任状，打好新一轮禁毒人民战争
“这回政府是动真格了！”

7月30日开始的陕西省秦岭
北麓西安境内违规建别墅问
题专项整治行动已历时两个
多月，大量违规建设在青山绿
水间的私人别墅被拆除。西安
市长安区和鄠邑区是秦岭北
麓地区违建别墅项目较多的，
截至10月9日，两个区共拆除
违建别墅600多栋。

中央高度重视秦岭北麓
西安境内违规建别墅问题，目
前，一场旨在彻底整治这一乱
象的秦岭环境保护攻坚战正
在全面展开。 专项工作分清
查、整治、追责等几个阶段，违

法建设别墅查清一栋拆一栋。
记者在现场看到，安保人

员在周边拉起了警戒线，待拆
别墅前破拆机和洒水车在作
业，轰鸣声中，一栋栋别墅陆
续被拆除。

秦岭是重要的生态安全屏
障，有着“国家中央公园”和“中
国绿肺”之称。然而，近年来，秦
岭北麓地区不断出现大量违规
建设的别墅。 自7月底至今，一
场雷厉风行的专项整治行动在
秦岭北麓西安境内展开。

目前，长安区共拆除违建
别墅280栋、 面积17.5万平方
米； 鄠邑区共拆除违建355

栋、面积12.7万平方米。
“‘群贤别业’ 违建项目位

于祥峪村，占地263亩，建筑面
积3.9万平方米， 总共65栋别墅
全部被拆除。”东大街道办事处
主任杨明说。 据悉，“群贤别业”
违建项目是长安区确定的15个
违建别墅项目里首个被拆除的。

据知情人士介绍，秦岭违
建别墅中，一些是私人购买宅
基地私自建设的，一些是开发
商以旅游开发的名义取得了
建设许可，暗地里却行别墅建
设之实，还有一些是通过不合
法手段获取用地手续。

■据新华社

本报10月11日讯 省发
改委近日发布通知， 为深化
“放管服”改革，进一步清理规
范经营服务性收费， 从2018
年11月1日起，将取消和放开
部分经营服务性收费。

取消城市规划技术论证服
务费、日照分析服务费、建设项

目交通影响评价服务费、 工程
竣工测量服务费、 建筑物定点
放线服务费、 现状地形图服务
费、农村集体土地流转服务费、
存量房转移（变更）登记土地交
易服务费等8项经营服务性收费。

放开防雷检测服务费、安
全评价服务费等2项经营服务

性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
根据通知， 我省各级发改

部门应会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
做好收费政策调整变化的宣传
解释工作， 督促服务机构按时
执行上述规定。 此前有关规定
凡与本通知不一致的， 一律以
本通知为准。 ■记者邓晶琎

我省取消8项经营服务性收费

私自建、以旅游名义建、用地不合法的一律拆
动真格！秦岭北麓600多栋违建别墅被拆

长沙新港
吞吐量创新高

10月11日，长沙新港件
杂散货码头， 起重设备正
在卸货，一派繁忙景象。1
月至9月，该港共完成吞吐
量582万吨， 相比去年同
期增长8%；其中件杂散货
341万吨， 集装箱12万标
箱， 件杂散货与集装箱吞
吐量均创历史新高。

记者 田超
通讯员 洪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