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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关心的百姓身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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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一直牵挂着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和用药安全，他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群
众的身体健康放在首位。他指出，“要
密切监测药品短缺情况，采取有效措
施，解决好低价药、‘救命药’、‘孤儿
药’以及儿童用药的供应问题。”

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出台、促
进仿制药研发创新、抗癌药零关税、药
品集中采购、加快新药审批……承载
着“一粒药”的重量，在全社会的共同
努力下，一场更好保障广大人民群众
用药需求的改革正强力推进。

鳞状细胞癌患者：我的
“救命药”来了

“我之前用的是进口注射用盐酸
博莱霉素，属于替代药品，不仅价格
贵，而且经常出现用后发烧的情况。
去年，终于用上了此前一直断货的国
产注射用盐酸平阳霉素，价格低，副作
用小，对于我和病友来说是真正的救
命药。”山东济南一位 31岁的鳞状细
胞癌患者许女士说。

许女士所说的“救命药”产自吉林
敖东药业集团延吉股份有限公司，属
于国家基本药物及临床短缺品种。由
于该药品对应的患者人数较少，加之
药价低，研发成本高，企业难以盈利，
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在医疗机构和市场
上“消失”。

2015年 7月 16日，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吉林敖东药业集团延吉股份有限
公司，看产品展示，到车间了解工艺流
程，勉励他们跟踪生物制药前沿动态，
加强技术研发合作，努力打造科技含量
和附加值更高的产品，为攻克人类疾病
难题、促进群众身体健康多作贡献。

当年，吉林敖东投资 1亿多元，引
进国家一类抗肿瘤新药“注射用盐酸
博安霉素”和国家基本药物及临床短
缺品种“注射用盐酸平阳霉素”，设计
新建了两条高科技生产专线。据统
计，“平阳霉素”重新上市以来，已累计
销售20万支。

国家药监局有关负责人介绍，通
过对临床急需境外上市新药、罕见病
药品设立专门通道审评机制，对具有
明显临床价值的药品包括儿童用药实
行优先审评审批，加快推进仿制药质
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等举措，推动解
决药品短缺问题。

截至目前，已有抗肿瘤药盐酸阿

来替尼胶囊、奥拉帕利片、罕见病药司
来帕格片、诺西那生钠注射液等18个
品种批准进口上市，892 个申请纳入
优先审评审批。

白血病患者：负担减轻，
生活更有希望

针对癌症发病率逐年升高趋势，
近年来，为了让患者早日用得起新药、
好药，国家有关部门打出了抗癌药零
关税、医保谈判、药品集中采购的“天
价药”降价组合拳。

2017年 7月，包括15种肿瘤靶向
药物在内的一批进口药被纳入《国家
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
药品目录》并大幅降价。

2018年5月1日起，我国以暂定税
率方式将包括抗癌药在内的所有普通
药品、具有抗癌作用的生物碱类药品及
有实际进口的中成药进口关税降为零。

“以前用靶向药格列卫都是自费，
每年花费 7万多元。现在药价降了，
而且进医保了，负担减轻一半以上，生
活更有希望了。”长春市患病 8年的慢
粒白血病患者赵先生说。

除了抗癌药价格逐渐“亲民”，药
品集中采购和使用机制也让多种“天
价药”降价效果显著。

今年4月，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

和使用试点在11个城市步入落地实施
阶段。通过带量采购，25个中选药品
平均降幅52%，最大降幅超过90%。

质量检查员：让每一粒
药安全、可靠、放心

在 一 辆 冷 链 运 输 车 里 ，处
于-16℃以下冷冻状态的牛胰脏正从
长春运往吉林敖东药业集团延吉股份
有限公司。公司质检员做完一系列质
量检查后，这些脏器才被允许用作生
产药品的原料。

“源头把关是我们生产出放心药的
第一步。”公司生产副总经理尤海涛说。

49 岁的灯检线操作工朱秀芳的
任务是检查生产线上 9万支药品的外
观性状及真空完整性。如今，这么大
的检测数量，仅需两个人就能完成。
公司使用的从意大利引进的全自动冻
干粉针侦检机，不仅可以 100%检测
出产品的外观完整性，还能实现产品
真空密封性的逐瓶检查，确保产品的
无菌性。

“小小一粒药，承载着一个企业的
责任，更承载着国家对民生的关切，我
们一定牢牢把好药品质量关，保障好广
大人民群众的用药需求。”吉林敖东药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秀林说。

（据新华社北京8月27日电）

潘汉年，1906 年出生于江苏宜
兴，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作为我
党隐蔽战线、文化战线和统一战线的
卓越领导人，潘汉年为中国人民的解
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潘汉年到达
中央苏区，先后任江西苏区党的中央
局宣传部长、赣南省委宣传部长。
1934 年 10 月，潘汉年随中央红军参
加长征。

1936 年，潘汉年根据中央指示，
以“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
府外交人民委员会副委员长”的身份，
在莫斯科与国民政府驻苏武官邓文仪
进行接触，表明红军联合抗日主张，拉
开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的序幕。西
安事变前后，潘汉年以我党联络员和
谈判代表的身份，到南京、上海等地沟
通联络，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做出
了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潘汉年在上海、香
港等地领导对日伪情报工作。太平洋
战争爆发前夕，获取日伪军事动向的
重要战略情报，并建立了从上海到淮
南、苏北解放区的地下交通线，在“皖
南事变”后环境恶化的情况下，保证了
上海与解放区的人员和物资往来。

1949年春，潘汉年组织策动了国
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起义，使大批技
术人员、资产和档案资料被完整地保
护下来。毛泽东同志发了贺电：“甚为
欣慰。即望团结一致，坚持爱国立场，
保护祖国财产，以待中央人民政府的
接收。”

新中国成立后，潘汉年担任中共
中央华东局委员和中共上海市委社会
部部长、统战部部长，上海市常务副市
长等职。1977年病逝。

（据新华社南京8月27日电）

潘汉年：中共隐蔽
战线的杰出代表

“一粒药”的重量

▲“ 机械臂乐
队”在智博会上演
奏钢琴曲。 新华
社记者 唐奕 摄

8 月 27 日 是 2019
中国国 际 智 能 产 业 博
览 会 免 费 对 公 众 开 放
的第一天，众多市民和
游 客 来 到 重 庆 国 际博
览中心参观体验，感受

“智能应用”，体验“智能
生活”。

▲小朋友们在智博会上观看机器人演示。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 摄

□新华社记者 王立彬

首次对征地的公共利益进行明确
界定、取消集体建设用地不能直接入市
的限制、规定政府不能强迫农民退出宅
基地……8月26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修改
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决
定。党中央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决策
和试点的成功经验，正式上升为法律，
试点改革迈向依法改革、全国铺开。

2014年底，中央印发《关于农村土
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
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在全
国部署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
新土地管理法，把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
点经验上升为法律，做出了多项创新性
的规定。如在土地征收方面，首次对土
地征收的公共利益进行明确界定，采用
列举的方式，对军事外交，政府组织实
施的基础设施建设、公益事业、扶贫搬
迁和保障性安居工程，以及成片开发建
设等六种情况确需征地的可以依法实
施征收；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方

面，取消了集体建设用地不能直接进入
市场流转的限制，为城乡一体化发展扫
除了制度性的障碍，成为这次土地管理
法修改的最大的亮点；在宅基地方面，
增加了户有所居的规定，允许已经进城
落户的农村村民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
但地方政府不能强迫农民退出。

新土地管理法，“永久基本农田”
取代了原来的“基本农田”，被形象地
称为中国基本农田保护2.0版，并将通
过编制统一、全新的国土空间规划，形
成生态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市开发
边界三条控制线的整体管控框架。据
介绍，新土地管理法在第 35条明确规
定永久基本农田经依法划定后任何单
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者改变用途，
要求永久基本农田必须落实到地块。

从全国33个县级
改革试点，到内地 31
个省区市全面实施，新
土地管理法颁布实施
后，农村土地改革的广
阔前景值得期待。（据新
华社北京8月27日电）

从试点改革迈向依法改革
——写在新土地管理法及房地产管理法诞生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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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班智博会

2019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党中央决定，首次开展国家勋
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集中评选颁授，隆
重表彰一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和
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功勋模范人物。
提名评选工作启动以来，在党中央领
导下，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
员会负责统筹协调，各地区各部门党
委（党组）高度重视，精心组织，经过提
名、评审、考察，目前已进入公示阶段，
产生 8名“共和国勋章”建议人选，28
名国家荣誉称号建议人选。

问：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是怎

么设立的？

答：《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
家主席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的决定，授予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
号。2015年12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
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的
意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颁
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
誉称号法》，规定国家设立“共和国勋章”

“友谊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2017年8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功勋荣
誉表彰条例》，进一步对国家勋章和国家
荣誉称号的评选颁授作出细化规定。

问：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颁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

称号有何重要意义？

答：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
年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70
年来，涌现出一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
设和发展作出杰出贡献、建立卓越功勋
的功勋模范人物。颁授国家勋章和国家
荣誉称号是系列庆祝活动的重要组成部
分。通过大力褒扬、宣传功勋模范人物
的丰功伟绩，有利于在全社会推动形成
见贤思齐、崇德向善、争做先锋的良好氛
围，促进全党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激励和
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
奋斗；也将激励更多的国际友人参与我
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促进中外交
流合作，维护世界和平，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问：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授

予标准是什么？

答：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是国
家最高荣誉。“共和国勋章”授予为党、
国家和人民的事业作出巨大贡献、建立
卓越功勋，道德品质高尚、群众公认的
杰出人士。“友谊勋章”授予在我国社会
主义现代化和促进中外交流合作、维护
世界和平中作出杰出贡献的外国人。
国家荣誉称号授予在各领域各行业作
出重大贡献、享有崇高声誉，道德品质
高尚、群众公认的杰出人士。国家荣誉
称号的名称冠以“人民”，如“人民科学
家”“人民教育家”“人民艺术家”“人民
英雄”等，也可以使用其他名称。

问：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授

予周期是什么？

答：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一般
每5年授予1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逢五、逢十”周年时进行，有需要时可以
及时授予。今年是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
称号首次集中评选颁授，国庆前夕将举
行隆重的颁授仪式。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国家
主席进行国事活动，可以直接授予外国
政要、国际友人等人士“友谊勋章”。

问：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

者享有什么待遇？

答：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作
为国家最高荣誉，主要体现在精神层
面。按照“精神激励和物质奖励相结
合，以精神激励为主”的原则，对国家
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在政治待
遇、生活待遇、工作待遇等方面享有的
礼遇作了规定。主要是设立功勋簿记
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及
其功绩；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
得者享有受邀参加国家庆典和其他重
大节日集会等崇高礼
遇；国家和社会通过
多种形式，宣传国家
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
获得者的卓越功绩和
先进事迹等。（据新华
社北京8月27日电）

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

就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
评选颁授工作答记者问

公示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