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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乌鲁木齐11月
21日电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决
定自今年12月1日起，在全疆
范围内实施免费高中教育，惠
及近86万各族高中学生。

记者21日从自治区教育
厅了解到，自今年12月1日起，
新疆将对全疆范围内的普通高

中学生，以及全日制中等学历
教育的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含
技工院校全日制在校生）实施
免费高中教育政策，免除其学
费、教材费和住宿费，同时对家
庭困难学生提供助学金。这项
政策将惠及85.72万名各族高
中学生。

据新华社华盛顿11月20
日电 美国总统特朗普20日宣
布将朝鲜重新列入美国的“支
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进一步
加大对朝施压力度。分析人士
认为，此举恐造成美朝之间对
抗加剧。

美国曾于上世纪80年代
末将朝鲜列入其“支持恐怖主
义国家”名单。2008年10月，
美布什政府根据美朝双方就朝
核设施验证问题达成的协议，
宣布将朝鲜从“支持恐怖主义
国家”名单中除名。

据新华社联合国11月20
日电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20日发表声明，对非洲移民在
利比亚被贩卖为奴隶的报道表
示震惊，呼吁国际社会制止这
一罪行。

古特雷斯向记者宣读一份
声明说，奴隶制度不应该存在
于当今世界，迫使他人为奴属
于最恶劣的侵犯人权的行为之

一，可能构成反人类罪。
古特雷斯表示，已要求联

合国机构追踪此事。
美国媒体上周播发一则报

道说，滞留在利比亚各地的非
洲移民被当做奴隶拍卖出
售。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19
日宣布对媒体报道的这一情
况进行调查。

据新华社长沙11月21日
电 11月21日，中共桃江县委
对桃江县连续发生的两起校园
群发肺结核事件相关责任人采
取了组织处理措施。

中共桃江县委决定，免去
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周德生
的党组书记、提名免去其局长
职务；免去县教育局黄志刚的
县教育工委书记、提名免去其
局长职务；免去县卫生和计划
生育局王满云的党组成员、提
名免去其副局长职务；免去县
教育局符祝英的县教育工委
委员、提名免去其副局长职
务；提名免去县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文富强的主任职务，建议
县直属机关工委免去其县疾
控中心党支部书记职务；免去
戴次波的县教育工委副书记、
提名免去县人民政府主任督
学职务（县职业中专学校原党
委书记、校长）；同时建议县教
育工委免去杨宇同志的县第
四中学党总支部书记、校长职
务。

今年8月以来，桃江县第
四中学发现肺结核疫情，至11
月17日，已发现肺结核确诊病
例29例。今年10月至今，桃江
县职业中专学校又先后发现８
例肺结核确诊病例。

记者了解到，国家卫计委、
食药监总局等多部门将从22日
起，针对氨苯砜等短缺药品清单
上27种疑难短缺用药，集中原料
药和制剂生产企业会商解决。
如何推动“寻药记”早日谢幕？

——完善监测预警，搭建短
缺药品多源信息采集和供应业
务协同应用平台。相关负责人
表示，我国将扩大监测范围，在
目前500多个医疗机构监测哨

点基础上，向生产和流通等重点
环节延伸，推动实现信息监测全
覆盖。

——动态调整完善短缺药
品清单。专家介绍，疾病谱、重
点人群临床用药需求、突发事件
应急保障需求是不断变化的过
程，“解决药品短缺并非一日之
功”。今后，我国还应完善药品
短缺标准动态确定机制，利用大
数据分析等手段科学建立药品

常态储备机制。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加

强联动。业内人士指出，解决廉
价必需用药“叫好不叫座”的问
题，需同时推进医保付费方式
改革，调动医疗机构使用廉价

“救命药”的积极性；还要建立
科学的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制
度，引导医务人员选用价廉质
优的药品。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1日电

新华社特稿 俄罗斯气象部
门20日确认今年9月末在俄部
分地区空气中检测到高浓度的
放射性物质钌-106。不过俄方
否认发生核事故。法新社消息
说，法国监测机构此前曾发布相
关信息，认为其放射量对人体无
害。

俄罗斯国家气象环境监测
局说，设在阿尔加亚什和诺夫格
尼两地的监测点在9月25日至
10 月 1 日期间发现放射物质
钌-106。放射浓度最高的地方

在阿尔加亚什，它位于南乌拉尔
地区的车里雅宾斯克州，监测数
据显示当地最高放射浓度是自
然环境下放射量的986倍。

俄罗斯国家气象环境监测
局没有说明放射源。据法新社报
道，阿尔加亚什距马亚克核电厂
约30公里，1957年，这座核电厂
发生严重核污染事故。现在这处
设施已经转为核废料处理厂。

报道说，法国辐射防护与核
能安全研究所(IRSN)11月9日
说，此前数周欧洲上空测出

钌-106，表明俄罗斯或哈萨克斯
坦的一处核设施在9月底可能发
生了核事故。法国辐射防护与核
能安全研究所判断这应该不是一
次核反应堆事故，更可能是核燃
料处理设施或放疗中心出现了情
况，并表示这次事故应该不会影
响到人的健康或欧洲环境。

钌-106属于人工放射性元
素，产生于核工业的核裂变过
程，半衰期为372.6天，如果被人
体超量吸收，会影响肺和结肠功
能。

“救命药”断了供怎么办？
我国将全链条保障短缺药供应

针对近日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患儿临床必需用药国产巯嘌呤片在多地
遭遇短缺，国家卫生计生委相关负责人
21日表示，按照此前重点监测情况，20
日已完成应急生产检验首批295万片巯
嘌呤片并已陆续发货。各地将抓紧协调
组织做好采购配送工作，直接挂网采购，
确保供应。

药品短缺近年来为何频现？让医患双
方不再为“救命药”断供“揪心”、回应民生
医疗关切，我国将通过完善监测预警、优化
药品研发流程、加强供需协调等全链条发
力，让“一药不再难求”。

药品短缺有几多？130个药已进入短缺药监测清单

心脏病临床手术必用药鱼
精蛋白、治疗儿童心功能不全的
地高辛口服液……国家卫计委
汇总分析各地监测上报品种并
委托中国药学会调查发现，我国
药品短缺集中在常用低价药和
专科、急（抢）救药。

今年6月，国家卫生计生委
等9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改革
完善短缺药品供应保障机制的
实施意见》提出，建立短缺药品
供应保障分级联动应对机制，实

行短缺药品供应保障分类精准
施策。有关负责人表示，社会关
注度较高的鱼精蛋白、丝裂霉素
等130个临床急需短缺用药均
已列入清单管理。

“此次巯嘌呤片出现短缺后
能够迅速恢复市场供应，源于短
缺药品监测网络的逐步建立完
善。”国家卫计委药政司副司长张
锋说，按照有关要求，卫生计生部
门近两年建立的短缺药品监测网
络前期已经监测到巯嘌呤片的短

缺风险预警，从8月份起就通过
加速相关企业GMP认证等措施
进行应对。而按照药品生产流
通的一般规律，若无预警监测，
恢复供应还需要半年左右。

国家卫计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我国通过“一对一”解决之
策，开展了短缺药品市场撮合试
点，启动了国家短缺药品供应保
障工作会商联动机制，一揽子解
决了监测清单中大部分药品短
缺问题。

药品短缺原因复杂多重 “对症下药”是关键

到2020年，我国将构建短
缺药品信息收集、汇总分析、部
门协调、分级应对、行业引导“五
位一体”工作格局，形成具有中
国特色的短缺药品供应保障制
度。从全链条看，药品结构性、
局部性短缺“症结”何在？

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副
会长牛正乾指出，药品是特殊商
品，对病人属于“刚需”。完全靠
市场，药品生产成本上涨，利润
空间下降，药企不愿意生产，价
格低、用量小的药品就容易短
缺。

“就源头端而言，我国是原
料药的生产和出口大国，总体上
看，原料药工业属于精细化工，
生产工序多、投入大、高耗能。
同时，市场对原料药的依赖度
高。”业内人士透露，目前，国内
有巯嘌呤原料药批准文号生产
企业3家，但仅1家实际在产；
而主要在产的制剂企业因原料
药价格上涨过快采购困难停产，
加速导致了巯嘌呤片供应较大
程度短缺。

国家卫计委副主任曾益新
表示，在市场之手失灵的情况

下，政府“托底”搭建信息沟通的
平台将发挥好“协调员”的作用。

从整个医药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看，能力性和结构性短缺成
为医药产业一些领域“后劲”不
足的“掣肘”。《关于改革完善短
缺药品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
见》提出，鼓励药品研发创新，
对临床急需的短缺药品注册申
请 予 以 优 先 审 评 审 批 。 从
2016年起，食药监总局对优先
审评列出了17种情形，将临床
急需、市场短缺的药品纳入优先
审评范围。

全链条发力走出“救火式”治理

俄确认部分地区
发生高浓度放射性污染

新疆全面实施免费高中教育

相继发生两起校园群发肺结核事件后

桃江多名责任人被免职

非洲移民被当奴隶拍卖
联合国秘书长表示震惊

美国将朝鲜
重新列入“支恐国家”名单

李克强总理近日对巯嘌呤片在多地遭遇短缺问题作出批
示，要求有关部门切实加大国产廉价药生产供应保障力度。11
月21日当天15000瓶白血病患儿救命药巯嘌呤片已发货。

综合新华社消息 津巴布
韦议会21日宣布，穆加贝辞去
总统职务。

津巴布韦执政党民盟要求
穆加贝在20日中午之前辞去
总统之职。随着这一期限过
去，穆加贝并未宣布辞职，民盟
方面当即着手商议弹劾事宜。

舆论指出，津巴布韦此次
的政局动荡起源于执政党内部

两大派系的矛盾斗争。一方以
津巴布韦前副总统埃默森·姆
南加古瓦为首，另一方则由穆
加贝的夫人格雷丝·穆加贝领
导。姆南加古瓦现年75岁，深
得军方支持，曾被视为穆加贝
最可能的“接班人”。本月 6
日，穆加贝将姆南加古瓦解
职。姆南加古瓦随后发表声明
称已离开津巴布韦。

津巴布韦议会宣布

穆加贝辞去总统职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