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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想知道“百病之源”
是什么吗？您想知道得了

“三高”疾病怎样科学护理
吗？您想知道人类健康“杀
手”动脉粥样硬化是怎么回
事吗？想知道高血压、高血
糖、高血脂，哪个危害更大
吗？《帝王养生》评书机，
对高血压、高血糖、高血
脂将做详细的讲解，如何
预防，如何治疗，关于三
高 的 养 生 知 识 ，通 俗 易
懂，一学就会，是中老年
朋友不错的科普选择。评
书机上市了，限时领取！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实
名登记，电话报名，不得重
复领取，送完为止！申领
热线：400-6400-279！

经济信息

《帝王养生》评书机
免费申领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
了《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2019 年重点工作任务》，提出
到今年底前，要制定15份政策
文件，涉及药品采购、完善老年
健康服务体系、改进职工医保
个人账户、互联网诊疗收费等
内容。整个下半年，每个月将
平均完成两项医改政策制定。

健康中国行动“打头炮”

到 6 月底之前，国家卫健
委将牵头制定关于实施健康
中国行动的意见、健康中国行
动（2019-2030 年）、健康中国
行动组织实施和考核方案。
国家卫健委还将发布鼓励仿
制的药品目录。

此外，今年 6 月底前的另
一项医改重磅政策将涉及社
会办医，国家卫健委和国家发
改委将共同负责制定促进社会
办医持续健康规范发展的政策
文件。5 月下旬，国务院常务

会议已经明确政府对社会办医
区域总量和空间布局不作规划
限制。允许在职或停薪留职医
务人员申办医疗机构。

取消公立医院耗材加成

除了以上三项政策要在
六月底完成外，整个2019年下
半年还有 12 项医改政策要制
定。这意味着，下半年每个月
平均有2项医改政策要制定。

8 月底前，国家卫健委要
完成制定进一步规范医用耗
材使用的政策文件。据悉，国
务院已经明确要取消公立医
疗机构医用耗材加成，完善对
公立医疗机构的补偿政策。

所谓医用耗材，即除了医
疗器械和药品以外，消耗频繁
的配件类产品，常见的有纱布、
石膏绷带、血糖试纸、简易雾化
吸入器、心脏支架等。以往深
圳各公立医院依据相关规定，
对耗材加收 8%～10%的费

用，单件最高加收800元。而
取消加成后，医院采购价是多
少，就向患者收多少，中间没有
任何差价。

药品集中采购或有新动作

9 月的任务可能最为繁
重。在国务院的医改任务清
单上，9 月底前要完成的政策
文件一共有 6 份之多：国务院
医改领导小组秘书处要牵头
制定以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
为突破口进一步深化医改的
政策文件；国家卫健委要制定
医疗机构用药管理办法，制定
建立完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
的指导意见，制定二级及以下
公立医疗机构绩效考核办法；
人社部则要制定深化卫生专
业技术人员职称制度改革的
指导意见；国家医保局也将制
定互联网诊疗收费和医保支
付的政策文件。

值得关注的是，“以药品

集中采购和使用为突破口进
一步深化医改的政策文件”将
是2019年15份要完成的政策
文件中，唯一一份由国务院医
改领导小组秘书处牵头的。

互联网诊疗费将与医保衔接

根据部署，国家医保局在
9月底前也将制定互联网诊疗
收费和医保支付的政策文件。
这意味着，互联网+医疗健康
服务的收费与医保的衔接或将
有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

11月底前，国家卫健委将
制定两份文件，分别是加强医
生队伍管理的办法和医疗联
合体管理办法。12月底前，人
社部要制定公立医院薪酬制
度改革的指导性文件。年末，
国家医保局的任务也很繁重，
其将制定改进职工医保个人
账户政策文件和医疗保障基
金使用监管条例。（摘编自《南
方都市报》）

国务院给医改任务开清单

本报讯 6月4日，与人共
谋奸淫 25 名女学生的赵志勇
被通告执行死刑。

据河南开封中院6月4日
发布的布告，2015 年 6 月至
2017年1月，罪犯赵志勇与同
案被告人李娜（女，已判刑）经共
谋，由李娜到河南省尉氏县的
初中学校寻找年龄小的女学生
供赵志勇奸淫。李娜纠集刘
某、吴某鑫、蒋某桐、郝某（均另
案处理）、谷某静、秦某丽、李某
冰、赵某伊（以上人员均系未成
年人），采取殴打、恐吓、拍下体

照片威胁等手段，先后强迫朱
某等在校初中女学生与赵志勇
发生性关系，共计25人32起，
其中幼女14人19起。

针对赵志勇案，著名刑法学
家周光权曾发表意见，认为其定
性准确、量刑适当，表明了人民法
院对性侵幼女的犯罪绝不手软，
对共同犯罪严厉打击的决心。

梳理多个因被告人强奸
而被核准死刑的判例可以发
现，在刑法多次修改，多个罪
名取消死刑的情况下，强奸犯
罪死刑一直保留，并为民意接

受。“奸淫少女，在任何一个法
治国家都是极其严重的犯罪，
无论是在保留死刑的国家还
是废除死刑的国家，这种情况
都必须严惩。”知名刑辩律师
王思鲁说，“几次刑法修改，针
对一些法定犯（没有明显违反
伦理道德的现代型犯罪）修改
了对应刑罚，但强奸罪作为伦
理犯罪，其定罪量刑标准并没
有太多变化。因为强奸不管
是对被害人的伤害，还是对社
会的伤害，都是很大的。”（摘编
自澎湃新闻）

强奸犯赵志勇为什么必须死

本报讯 6月6日，工信部
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
通、中国广电发放 5G 商用牌
照，中国正式进入5G元年。

网友普遍关心运营商获
得 5G 商用牌照之后，广大消
费者啥时候能用上5G以及消
费者是否需要换卡?对此，广东
电信方面回应，目前要换卡才
能用上 5G ，后续会实现不换
卡。而中国移动董事长杨杰表
示，获得5G业务经营许可后，

中国移动将加快 5G 网络部
署，今年9月底前在超过40个
城市提供5G服务，客户“不换
卡”“不换号”就可开通 5G 服
务。9 月底前，针对消费者的
5G资费套餐也会出台。

在 5G 时代，最直接的体
验就是我们使用任何人机交
互的产品都不会有卡顿了，网
页秒开，视频秒下！从更大的
应 用 看 ，5G 会 带 来 物 物 互
联。冰箱里的面包快吃完了，

花该浇水了，皮鞋脏了该擦了
……在 5G 时代，这些信息将
由物品自己“告诉”主人。还
有更高大上的改变，5G 应用
到各行各业后，我们生活的地
方都将成为一个个拥有大脑
的智慧城市：它可以自己监测
哪些地方人少，关掉路灯节省
能源；哪些地方发生车祸，自
动调整红绿灯让出一条生命
之 路 ……（摘 编 自《人 民 日
报》、央视新闻）

5G发牌，万物互联触手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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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速读

联合国或于今年8月耗
尽现金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
雷斯4日表示，联合国或在
今年8月耗尽现金，并从周
转基金借款。古特雷斯 4
日告诉各国外交官，为帮助
联合国克服财政困难，他上
任之初一度考虑出售位于
美国纽约市曼哈顿区的官
邸。由于多个会员国拖欠
会费，联合国维持和平预
算、常规预算分别出现 15
亿 美 元 和 4.92 亿 美 元 缺
口。不过在古特雷斯看来，
不缴和迟缴会费并不是造
成联合国现金短缺的唯一
原因，预算的编制方法也存
在结构性问题。（摘编自新
华社）

印度首都垃圾山明年
“高过泰姬陵”印度首都新
德里东郊一座“垃圾山”越
堆越高，按当前“增高”速
度，明年将超过印度最有名
的建筑泰姬陵，成为不光彩
的新“地标”。新德里市内
产生的固体废弃物大多拉
往这座“加济布尔垃圾场”
堆放，由于处理垃圾的效率
远远赶不上堆积速度，导致
垃圾成山。（摘编自新华社）

●《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
于 6 月 5 日发布施行。《若
干规定》首次将“修复生态
环境”作为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的责任方式。同时明
确，省级、市地级人民政府
及其指定的相关部门、机
构或者受国务院委托行
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
产所有权的部门可以作
为原告提起诉讼。（摘编
自《北京青年报》）

●近月来，中国猪肉、
水果等农产品价格一路走
升。水果涨价以及“水果
自由”成为近期民众讨论
的热门话题。这一问题也
引起官方的高度关注。5
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
指出，抓好农业生产、保证
农产品充裕供给，是稳物
价、稳预期、保民生的重要
基础，对应对当前复杂形
势、促进扩大消费、保持经
济平稳运行具有重要意
义。会议提出，保障水果
蔬菜等鲜活农产品供应，
稳定价格水平以及多举措
增加肉类供应等。（摘编自

《新消息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