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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博鳌观澜，记录中国与全球经济共发展，大河再出发

2019年博鳌亚洲论坛今日开启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杨霄 李铮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段伟朵

今日中国将再次进入“博鳌时间”，全球工商界正在此激发崭新的合作发展热情。
3月25日，大河报报道团队在博鳌亚洲论坛完成集结，这已是本报连续十年直击这一
国内顶级经济盛会，带您了解全球最新财经发展动向及最前沿的科技创新变化。

“共同命运、共同行动、共同
发展”全球聚焦中国博鳌

海南岛万泉河的入海
口，此时已是人声鼎沸。

这里是博鳌亚洲论坛。
在琼海市博鳌镇，街头绚丽
绽放的三角梅、飘过的椰香，
以及论坛会场外架起的直播
车、长枪短炮，映衬了这一中
国传奇的“外交小镇”再启高
光时刻。

据了解，博鳌亚洲论坛
2019年年会于3月26日至3
月29日举行，本年度大会的
主题为“共同命运、共同行
动、共同发展”。

如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
李保东此前对该年会主题的
解读，2018年世界经济温和
增长，但动能放缓。主要经
济体增长态势和货币政策分
化明显，国际资本流动和金
融市场、能源市场波动加剧，
多边贸易体制受到严重冲
击，全球结构性改革问题突
出。同时，大国竞争日趋激
烈，国际热点问题升温，国际
形势中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
明显增多。博鳌亚洲论坛年
会要为参会各方搭建开放包
容的讨论平台，也要为凝聚
全球治理共识向世界传递明
确的信息。

在本届大会50余场活动

中，大河报·大河财立方的重
点关注话题包括：2019年世
界宏观经济展望、制造业新

“韧性”、跨境电商全球化挑
战、“AI”（人工智能）时代、一
带一路为全球化“修路”、大
数据资源开发等话题。此
外，全球经济大咖以及与河
南相关的热点事件人物，也
是大河报团队此行博鳌的采
访安排。

与此同时，大河报、大河
财立方官微与客户端，将实
时更新博鳌报道团队在前方
生产的各类新闻产品，敬请
公众关注。

观澜博鳌十年
大河记录中国经济发展

这是大河报第十次直击
博鳌亚洲论坛。

每年春季的博鳌，即展
示了中国经济、中国市场强
劲且澎湃的发展动力，同时，
更表达着中国坚持对外开
放、合作共赢的持续愿景。

由2010年至今，大河报
团队都会准时抵达博鳌亚洲
论坛现场，记录“小镇外交”
舞台上的中国与全球经济交
往关键性节点，以及每个年
景中不同的人、不同的事在
紧扣时代经济发展脉络中的
扮演角色。

这包括，2010年，见证了
博鳌亚洲论坛理事会秘书长
一职由龙永图交棒周文重，
直击报道“中国新主张‘绿色
发展’”；2012年，中原经济区
首次亮相博鳌亚洲论坛的侧
影；2013年，富士康科技集团
总裁郭台铭在接受本报专访
时所表达，“对郑州航空港的
明天充满信心”；2015年，中
国发布“一带一路”路线图，
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借大
河报给中国年轻创客加油

“每个人都有机会建立公
司”；2018年，中国的自贸试
验区、中欧班列，成为全球经
济社会关注的亮点……

与此同时，豫商群体在
博鳌亚洲论坛上的作为，大
河报持续 10年保持高度关
注。从钧瓷国礼、烩面、速冻
汤圆和水饺，到编撰《亚洲竞
争力报告》、优质会务服务，
再到宇通客车、智能翻译腕
表等，越来越多的河南制造、
河南创造成为了这一顶级国
际论坛的实力担当。从人才
软实力亮相到高科技公司的
崭露头角，今天的河南越来
越有国际范。

博鳌十年观澜，大河报·
大河财立方在现场，立体传
媒将不间断呈现最新报道，
敬请期待。

下半年 三款高血压药要降价了
我省发布疾控工作重点项目工作进展，肺结核患者门诊用药也可享受报销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魏浩

本报讯“通过与全国的
相关药企谈判，最终确定项
目药物马尼地平买一赠三，替
米沙坦和吲哒帕胺买一赠一，
相当于分别打了 2.5 折和 5
折。”3月25日下午，大河报·
大河客户端记者从省政府新
闻办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
下半年我省将实现全省的高
血压防治项目全覆盖。无论
是药品费用还是医师指导，患
者都将获得巨大利好。

在新闻发布会上，省卫
健委副主任黄红霞就我省疾
病预防控制工作进展情况进
行了介绍。统计显示，我省
去年登记新发结核病患者
53597例，登记满一年肺结核
患者成功治疗率95%。众多
患者得以治疗，其中一个重
要因素是我省在全国率先将
6种肺结核纳入按病种付费
范畴，患者在门诊用药也可

享受报销。而在此之前，只
有住院的结核病患者才能报
销医药费，门诊用药不能报
销。此举执行后，患者负担
大幅减轻。

此外，在慢性病防控方
面，我省相关工作也成绩斐
然：平均每4个人就有一个患
者的高血压病，在我省实施
HEARTS高血压防治项目之
后，患者服药比例和血压控
制达标率成倍增长。

据了解，高血压是导致
脑卒中、心肌梗死、肾功能衰
竭等多种疾病的主要因素，
但通过健康生活方式干预和
有效的药物治疗可以降低患
病率。然而，我省2012年高
血压患病率为24.89%，控制
率仅为10.4%，这些数据均未
达到国家标准，疾病防控形
势依然严峻。相关项目实施
后，我省四个试点县区的高

血压患者服药比例将近六
成，血压控制达标率达到
36.4%，控制率比之前全省平
均数据足足提高了两倍多。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称，
35-69岁高血压患者如果平
均收缩压减少20毫米汞柱，
心血管疾病过早死亡可以减
少一半。省卫健委疾控处处
长张伟平称，该高血压防治
项目让我省众多患者受益匪
浅：专家委员会不仅筛选出
了疗效确切、长效，价格便宜
的药物，而且项目方还与全
国的相关药企进行集中谈
判，最终确定项目药物买一
赠三，或买一赠一的谈判价
格，大大降低了高血压患者
的药品开销。“按照项目计
划，在今年下半年将实现全
省全覆盖，到明年项目阶段
评估时，实现高血压控制率
目标。”张伟平说。

省税务局：

确保应享未享纳税人
退税率达到100%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孙煊哲 通讯员 胡冰

本报讯“抓实抓细小微
企业普惠减税政策首季申
报。”“着力解决应享未享退税
问题，做到应退尽退、应享尽
享，2019年4月15日前退还
所有多征税款，确保应享未享
纳 税 人 退 税 率 达 到
100%。”……这是记者从河
南省税务局召开全省税务系
统减税降费“应享尽享”攻坚
行动动员誓师大会上获悉的。

“开展减税降费‘应享尽
享’攻坚行动，是河南税务系
统更好更快推动减税降费政
策‘实打实、硬碰硬’落地的
重大行动，确保应享受减税
降费纳税人、缴费人实实在
在享受国家政策红利。”省税
务局减税办负责人介绍道。

在会上，省税务局发布了
《减税降费“应享尽享”攻坚行
动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方案》将攻坚行动划分为4
个时间节点：减税降费政策准
备和逐步落实阶段、全面实施

和半年小结阶段、深入落实和
持续推进阶段、评估验收和总
结提高阶段。同时，《方案》细
化28条“实”办法、“硬”措施，
一项项明责任、压担子、提要
求，形成了一张务实管用的作
战图纸。

记者从《方案》中了解
到，全省税务系统将进一步
加大相关减税降费政策宣传
培训力度，抓实抓细小微企
业普惠减税政策首季申报，
着力解决应享未享退税问
题，做到应退尽退、应享尽
享。2019年 4月 15日前退
还所有多征税款，确保应享
未 享 纳 税 人 退 税 率 达 到
100%。

此外，《方案》还要求，持
续做好原有减税降费政策的
实施，全面开展各项督导检
查，再次启动新一轮培训辅
导，开展政策效应分析，对减
税降费半年工作开展情况进
行总结。

9座车塞18人超员100%
安阳高速交警查处一超员闯卡逃逸“黑车”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邵可强 实习生 任孟杰

被查处的超员车辆车厢内挤满了人 安阳高速交警供图

本报讯 3月22日，根据
河南省公安厅“平安守护”专
项行动要求，安阳市高速交
警支队四大队执勤民警在大
广高速滑县收费站设置执勤
卡点开展夜查行动。当天19
时 30 分许，一辆号牌为豫
A2D×××的福田牌白棕色
小型客车缓慢下站，驾驶员
发现有民警执法检查，在经
过高速交警设置的执勤卡点
时直接闯卡逃逸。就在该车
高速驶过执勤卡点的一瞬
间，执勤民警敏锐地发现，车
内人头攒动，车中好像有很
多乘客，该车有重大超员违
法嫌疑，并且闯卡逃逸已涉

嫌阻碍执行公务。经执法人
员清点，司机冯某驾驶的车
辆核载9人，但该车竟然装
载了满满 18 名乘客，超员
100%。不仅如此，该车还将
12个大型行李箱塞入车内。

目前，司机冯某涉嫌超
载超员达100%、非法营运、
阻碍执行公务闯卡逃逸违法
行为，分别触犯多项法律条
款，并且还涉嫌《刑法》第133
条“危险驾驶罪”。驾驶员冯
某现已被依法执行行政拘留
10日、罚款700元、记6分的
处罚，后期该案是否涉及“危
险驾驶罪”，将由公安、交通部
门依法联合调查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