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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4
月18日同巴林国王哈马德互致贺
电，热烈庆祝两国建交30周年。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中巴
建交 30年来，两国相互尊重、相

互支持，结下深厚友谊，双边关系
稳步向前发展，各领域合作成果
丰硕。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
展，愿同哈马德国王一道努力，以
中巴建交 30周年和两国共建“一

带一路”为契机，推动中巴各领域
合作迈向新台阶，造福两国和两
国人民。

哈马德在贺电中表示，巴方
珍视同中国的牢固友谊和各领域

互利合作，将继续致力于深化和
发展巴中关系，祝中国人民不断
取得更大进步。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
巴林首相哈利法也互致了贺电。

李克强在贺电中说，中方愿同巴方
在“一带一路”框架内加强务实合
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哈利法在贺电中说，期待同中方一
道努力，不断深化巴中双边关系。

新华社电 中央纪委国
家监委网站18日消息，中央纪
委国家监委通报 2019年第一
季度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
检查、审查调查情况。2019年
第一季度，全国纪检监察机关
共接受信访举报 75.2万件次，
立案 13.8 万件，处分 11.7 万
人，包括省部级干部 10人，厅
局级干部0.1万人。

通报显示，2019年第一季
度，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受
信访举报 75.2万件次，处置问
题线索36.4万件，谈话函询7.2
万件次，立案 13.8万件，处分
11.7万人（其中党纪处分9.8万
人）。处分省部级干部 10人，

厅局级干部 0.1万人，县处级
干部 0.6万人，乡科级干部 1.7
万人，一般干部 2.1万人，农
村、企业等其他人员7.3万人。

根据通报，2019年第一季
度，全国纪检监察机关运用监
督执纪“四种形态”处理 36.1
万人次。其中，第一种形态批
评教育、谈话函询 24.2万人
次，占“四种形态”处理总人次
的 66.9％；第二种形态纪律轻
处分、组织调整 9万人次，占
25％；第三种形态纪律重处
分、重大职务调整 1.6万人次，
占4.3％；第四种形态严重违纪
涉嫌违法立案审查调查 1.4万
人次，占3.8％。

新华社电 国家医保局 17
日发布《2019年国家医保药品目
录调整工作方案》，目录调整旨在
优化药品结构，提升医保药品保
障水平，缓解参保人员用药难用
药贵问题。新版国家医保药品目
录常规目录将于今年 7月发布，
谈判准入目录于9~10月发布。

优先选择有充分证据证明其
临床必需、安全有效、价格合理的
品种

按照方案，调入的西药和中
成药应当是 2018年 12月 31日
（含）以前经国家药监局注册上市
的药品。优先考虑国家基本药
物、癌症及罕见病等重大疾病治
疗用药、慢性病用药、儿童用药、
急救抢救用药等。

据介绍，根据医保制度保障
功能定位及医保用药的基本原
则，一些药品不能纳入目录范

围，比如主要起滋补作用的药品，
含国家濒危野生动植物药材的药
品，预防性的疫苗和避孕药品等
公共卫生用药，用于减肥、美容、
戒烟等的药品等，均不纳入目录
调整的范围内。对于非处方药品
（OTC），国际上普遍不予报销，此
次调整原则上不再新增。

方案提出，根据药品治疗领
域、药理作用、功能主治等进行分
类，组织专家按类别评审。对同
类药品按照药物经济学原则进行
比较，优先选择有充分证据证明
其临床必需、安全有效、价格合理
的品种。

价格较高或对医保基金影响
较大的专利独家药品应当通过谈
判方式准入

在满足有效性、安全性等
前提下，价格（费用）与药品目
录内现有品种相当或较低的，

可以通过常规方式纳入目录；
价格较高或对医保基金影响
较大的专利独家药品应当通
过谈判方式准入（独家药品的
认定时间以遴选投票日的前
一天为准）。

中药饮片采用准入法管理，
国家层面调整的对象仅限按国家
药品标准炮制的中药饮片。

药品目录内原有的药品，如
已被国家药品监管部门禁止生
产、销售和使用的，应予调出；经
专家评审认为存在其他不符合
医保用药要求和条件的，按程序
调出。

据悉，本次目录调整是国家
医保局成立之后对医保药品目录
进行的首次全面调整，现行国家
医保药品目录是 2017年版，包括
2017年、2018年两次医保准入谈
判的药品在内，西药和中成药共
计2588种。

新华社电 国务院任免国
家工作人员。

任命俞建华为商务部副部
长、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任命
陆建华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副主任；任命吴鹏为常驻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代表、常驻
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代表。

免去孙保红（女）的常驻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代表、常
驻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代
表职务。

习近平同巴林国王哈马德就中巴建交30周年互致贺电

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全面调整

抗癌药慢性病用药等将优先调入

新华社电 随着我国综合
国力和国际地位显著提升，境
外间谍情报机关将我国作为
主要目标，日益将网络攻击窃
密作为其情报窃密的主要方
式之一。国家安全机关工作
中已发现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间谍情报机关对我国实施网
络攻击窃密活动，攻击目标涉
及计算机、电子邮箱、移动智
能终端、重要信息系统、关键
信息基础设施等。

国家安全机关正持续加大
对境外间谍情报机关网络攻击
窃密的打击力度，有效控制境
外间谍情报机关对我国网络攻
击窃密造成的危害。近日，国
家安全机关发布三起破获的境
外间谍情报机关对我国实施的
网络攻击窃密案件，旨在进一

步提高全社会网络安全意识，
筑牢信息安全防线。

案件一：N网络科技公司
重要信息系统被境外间谍情
报机关攻击窃密案。

案件二：W市某机关人员
计算机违规存储涉密资料网
络窃密案。

案件三：Z市某机关人员
违规使用电子邮箱传递涉密
文件资料网络窃密案。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
全靠人民，维护网络安全是全
社会共同责任。国家安全机
关提醒社会公众，如发现危害
国家安全的可疑情况，可拨打
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
12339，或登录国家安全机关
举报受理平台www.12339.gov.
cn进行举报。

新华社电 “一季度经济平
稳开局为全年走势打下向好基
础，我们完全有信心、有条件、有
能力实现年度经济社会发展预期
目标。”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
人袁达在 18日召开的新闻发布
会上说。

经济运行向好态势不会改变
“从多年经济运行实际情况

看，虽然一季度经济规模占比不
大，但其走势是全年经济走势的
风向标。”袁达说，一季度经济增
长 6.4％，与去年四季度持平，特
别是 3月份主要经济指标明显回
升，市场预期显著改善，各方面信
心进一步增强。

2019年降低涉企收费重点措施
围绕四方面

袁达说，国家发改委将会同
有关部门，聚焦用能、物流、电信
等重点领域，研究提出 2019年降
低涉企收费重点措施，预计全年减
轻企业和群众负担 2700亿元以
上。重点将围绕4方面开展工作。

第一，一般工商业平均电价
在去年基础上再降 10％，主要措

施包括：运用降低增值税税率和
电价中附加的国家重大水利工程
建设基金征收标准的政策空间，
加强电网企业成本监管，扩大电
力市场化交易规模等。

第二，降低交通运输、物流成
本，主要包括：一是全面推广高速
公路差异化收费、货车使用非现
金支付、客车ETC等优惠政策；二
是下浮铁路货物执行运价，进一
步清理规范铁路货物运输杂费及
铁路专用线、自备车维护维修服
务收费；三是降低货物港务费、引
航费等港口收费标准，减并港口
经营服务性收费项目；四是降低
民用机场收费、航空煤油进销差
价等；五是引导督促国际班轮公
司降低码头操作费及单证类附加
费；六是深入推进多式联运示范
工程等提高物流效率的政策措
施，推动降低物流成本。

第三，降低电信资费，重点降
低移动网络流量资费和中小企业
宽带资费。

第四，清理规范相关服务收
费，主要是督促地方降低偏高的
燃气工程安装费收费标准，取消
公民身份信息认证服务收费等。

“下一步将加大对铁路、港
口、航空、电信等领域降费政策落
实情况的监督检查，确保清费减
负措施落到实处。”袁达说。

我国已与125个国家、29个国际
组织签署173份“一带一路”合作
文件

截至目前，中国已与 125个
国家和29个国际组织签署173份
“一带一路”合作文件。袁达说，
近 6年来，中国秉持“共商、共建、
共享”原则，推动“一带一路”建设
取得重要进展和显著成效。

设施联通方面，中老铁路、中
泰铁路、雅万高铁、匈塞铁路等项
目扎实推进，瓜达尔港、汉班托塔
港、比雷埃夫斯港、哈利法港等建
设进展顺利。到今年 3月底，中
欧班列累计开行数量超过 1.4万
列，基本实现“去一回一”，通达境
外15个国家50个城市。

贸易畅通方面，2013 年至
2018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货物贸易总额超过6万亿美元。
资金融通方面，截至2018年底，中
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在沿线国家
累计实现保额6000多亿美元。

国家发改委回应热点问题

用能、电信等全年降费超2700亿元
下一步确保清费减负措施落到实处

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
任命俞建华为商务部副部长

今年一季度处分省部级干部10人

国家安全机关
公布三起境外网络攻击窃密案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