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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中国

5565人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

披露，今年上半年，全国检
察机关严格依法办理涉疫
案件，共批捕妨害疫情防
控犯罪 4480 件 5370 人、
起诉 4527 件 5565 人。在
起诉的案件中，制售假冒
伪劣防疫物资犯罪，虚假
销售防疫物资的诈骗犯
罪，哄抬防疫物资、生产物
资、民生物资价格犯罪等
较为突出。

3000万元
7 月 25 日是全国影

院复工后首个周六，据统
计 ，全 国 当 日 票 房 超 过
3000 万元，超过了全国影
院 停 业 前 一 天（1 月 23
日）的单日票房收入。目
前全国影院复工数已经
超过 4000 家。

本报讯 7 月 27 日，最高
人民法院首次集中发布涉产
权保护行政诉讼典型案例。
其中一桩案例中，陕西宝鸡市
渭滨区政府在未完成安置补
偿工作，又没有依法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的情况下，即拆
除了村民李三德的房屋，后被
法院判决违法。

最高法在阐述该案典型
意义时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土
地管理法》《国有土地上房屋征

收与补偿条例》等法律法规对
集体土地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
收程序和方式均作出了明确规
定。行政机关在对土地和房屋
征收的过程中，应当遵循“先补
偿、后拆迁”原则，依法对被征
收人进行安置补偿。渭滨区政
府在李三德腾空房屋并交付钥
匙后实施拆除房屋的行为，看
似是依照协议的行为，也不违
背李三德的意愿，但渭滨区政
府并未对李三德作出实质性补

偿安置，不符合“先补偿、后拆
迁”原则的立法精神。

最高法还表示，在被征收
人已经依法得到安置补偿或者
无正当理由拒绝接受安置补偿
的情况下，行政机关若要实现
强制搬迁和拆除，也必须按照
法定程序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
行，在获得人民法院准许强制
执行裁定前，行政机关没有直
接强制拆除被征收房屋的权
力。（摘编自《成都商报》）

最高法重申房屋征拆“红线”

本报讯 公用事业关系民
生，一直为反垄断执法部门所
关注。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
通报，山西建科天然气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因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捆绑”通气和天然气安装工程，
实施限定交易行为，被山西省市
场监管局罚没合计164.3万元。

这是市场监管总局今年通
报的第三起公用领域垄断处罚案
件，三起案件都发生在供气行业。

今年5月19日，市场监管
总局通报，对青海省民和川中
石油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滥
用市场支配地位强制搭售燃
具的行为，处以上一年度销售
额 9%的罚款 446 万元。此
外，由于该公司拒不配合调
查，甚至焚烧相关资料，另被
重罚70万元。

7 月 2 日，市场监管总局
通报，经查，湖南中民燃气有限

公司与怀化铁路经济技术开发
有限公司达成并实施垄断协
议，划分瓶装燃气充装配送市
场份额和市场区域。由于两家
企业的垄断行为是被动遵守行
政命令所导致，且积极整改，湖
南省市场监管局对中民公司减
轻处罚，罚以 175.81 万元，对
怀铁公司免除处罚，并责令两
家企业停止违法行为。（摘编自

《南方都市报》）

供气行业频现垄断罚单

近日，上海阳光医药采购
网发布了联合采购办公室的一
则通知，内容为开展86个品规
的药品相关基础信息采集工
作。换言之，第三批药品带量
采购已拉开序幕。从公开信息
来看，继第一、二批集采后，更
大范围的药品带量采购正在运
筹之中，国家医保局的砍价触
角将延伸至更多化药品规，甚
至生物制品及中成药。

集采品种大幅增多

自国家医保局 2018 年启
动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至
今，已陆续开展了二批三个轮
次的药品集采工作。在第一
批的两轮集采中，各有 25 个
品种中选；在第二批集采中，
不仅试点范围扩大到 31 个省
份，中选品种也从 25 个增加
到 33 个。据报道，正在进行
统计、报量工作的第三次集采

共 涉 及 86 个 品 规（56 个 品
种）。业内估计，此次集采总
规模接近 600亿元，预计中选
品种将超过以往批次。

7月15日至16日，国家医
保局有关司室曾召开座谈会，
就生物制品（含胰岛素）和中成
药集中采购工作听取专家意见
和建议，研究完善相关领域采
购政策，推进采购方式改革。
国信证券在最新研报中指出，
预计生物药后续将选择部分品
种率先开展集采试点再逐步推
广，但中成药大规模集采的前
提条件可能尚不成熟。

胰岛素或成突破口

实际上，国家医保局2019
年11月的一次调研，已悄然为
生物药品种集采敲定试点。当
时，国家医保局局长胡静林对
武汉市探索非过评药品集中带
量采购给予充分肯定，在此基

础上，鼓励各地探索建立常态
化的集中带量采购制度，研究
将采购范围向高值医用耗材和
非过评药品等拓展，持续降低
患者用药负担。

今年 1 月，武汉率先试水
胰岛素带量采购，以170.57万
支的总采购量，与多家企业进
行议价谈判。最终，部分中标
胰 岛 素 类 药 品 单 价 最 高 降
43%。分析指出，胰岛素产品
成熟度较高，市场竞争充分，在
武汉试点的基础上，极有可能
成为第三批药品带量采购向生
物制品扩围的突破口。

糖尿病用药频获政策支持

胰岛素纳入集采之所以
备受关注，与我国当前一些现
实不无关联。数据显示，作为
糖尿病大国，我国仅有 2%的
糖尿病患者使用胰岛素类药物
控制血糖，而这一比例在美国

约为 30%。国家医保局副局
长陈金甫此前表示，胰岛素治
疗、高血压用药看起来费用不
高，但对困难人群、对老百姓来
说，持续的用药负担确实影响
到了生活，尤其是高血压、糖尿
病的并发症很多，一旦产生严
重的后果，容易形成大病支出。

近年来，国内糖尿病用药
的医保支付政策频频出台。一
方面，医保目录中，新型糖尿病
治疗药物GLP-1受体激动剂、
SLGT-2、DPP-4 药物等相继
进入医保。另一方面，2019年
10 月，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
完善城乡居民高血压糖尿病门
诊药品保障机制的指导意见》
明确，对高血压、糖尿病参保患
者医疗机构门诊发生的降血
压、降血糖药品费用由统筹基
金支付，政策范围内支付比例
达到50%以上。（摘编自《中国
经营报》《国际金融报》）

带量采购扩围，糖尿病患者或受益

■国际速读

朝鲜首现新冠肺炎疑
似病例 据朝中社近日报
道，朝鲜开城发现一例新冠
肺炎疑似病例。朝鲜劳动
党 7 月 25 日召开政治局紧
急扩大会议，金正恩宣布在
开城地区实施紧急状态，将
国家紧急防疫体系转为“最
大紧急体制”。相关报道称，
该疑似病例是一名“脱北
者”，在非法越境时被发现。
此前，据朝鲜官方说法，未在
朝鲜境内发现感染病例。（摘
编自《北京青年报》）

英国首相呼吁民众减
肥 英国首相约翰逊日前宣
布一项名为“改善健康”的
反肥胖计划，内容包括增设
自行车道，鼓励医生为肥胖
患者开具“骑车处方”以及
禁止在晚上9点前播放垃圾
食品广告，餐馆需公布所售
食物含有的热量等。约翰
逊3月下旬确诊感染新冠病
毒，他出院后宣布自己将开
始减肥，同时呼吁公众一起
瘦身。（摘编自《新民晚报》）

●全国扫黑办 7 月 27
日透露，从7月20日起，全
国扫黑办派出32个特派督
导组分赴全国31个省（区、
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
重点地市开展2020年第一
轮特派督导。目前，除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因疫情原因推迟
外，各督导组已陆续进驻督
导，并与被督导地党委政府
进行了工作对接。（摘编自

《新华每日电讯》）

●7 月 28 日起，长三
角的沪宁城际、宁安城际、
宁启铁路试点推行“铁路e
卡通”，旅客在选乘这三条
线路始发终到列车时，无
需购票，可通过自助扫码
乘车，实现随到随走。“铁
路 e 卡通”是实名制电子
卡片产品，没有实体卡片，
旅客通过 12306 官方 App
自助完成注册、充值，通过
闸机扫描手机上的乘车二
维码即可完成进出站，并
自动扣除票款。（摘编自《解
放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