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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2 月 24
日，教育部网站公布了 2021 年度普
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
果，我省高校新增本科专业 82个，今
年起可以招生。

其中，河南理工大学、河南轻工
业大学、河南工业大学、河南科技大
学、河南农业大学等 39所高校新增
储能科学与工程、智能采矿、微电子
科学与工程等备案本科专业 76个；
河南理工大学、河南农业大学等 6所
高校新增网络空间安全、兽医公共卫
生等审批本科专业6个。

专业的质量和结构，直接关系高
等教育支撑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
能力。据了解，教育部在本科专业设
置调整工作中，主要本着以下三大考
虑进行：

支持高校主动服务国家战略、区

域经济社会和产业发展需要，设置符
合办学定位和办学特色的专业；

支持和鼓励高校打破学科专业壁
垒，不断深化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
新文科建设，增设交叉融合的新专业；

推动高校积极开展专业优化、调
整、升级、换代和新建工作，在不同类
型高校中培育特色优势专业集群，升
级改造传统专业，淘汰不适应社会需
求、不符合学校办学定位的专业，加
快培养紧缺人才。

高校学科学院调整优化也是我
省教育的一项重点工作。坚持目标
导向，重塑布局体系，我省将以“强、
优、特、新”为目标，撤销低质学科，调
整错位学科，做强优势学科，培优特
色学科，增设空白急需学科，培育新
兴交叉学科，加快培养经济社会发展
急需的人才。③9

□本报记者 郭北晨 实习生 王超

如何科学应急、智慧应急？基层
防灾减灾能力如何提升？安全生产责
任“最后一公里”如何落实？近日，河
南省人民政府印发《河南省“十四五”
应急管理体系和本质安全能力建设规
划》（以下简称《规划》）给出了答案。

2月 24日，省应急管理厅有关负
责人介绍，《规划》立足河南省情，主动
融入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
国家战略，紧密贴合河南省“21·7”特
大暴雨灾害应急处置实际，客观分析
了当前应急管理工作面临的主要形
势，系统确定了符合应急管理事业发
展实际的目标，“该规划是今后五年，
乃至更长时间河南省应急管理事业发
展的行动纲领和行动指南”。

《规划》提出，到 2025年，形成统
一指挥、专常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
动的应急管理体制，建成统一领导、
权责一致、权威高效的应急能力体
系。安全生产、综合防灾减灾形势趋
稳向好，事故总量、较大事故和死亡
人数继续下降，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
得到遏制，自然灾害防御水平明显提
高，应急指挥能力、应急救援能力、应
急装备能力、本质安全能力、科技信
息化能力和全民应急能力全面提
升。到 2035 年，基本实现应急管理
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有效促进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安全。
《规划》围绕完善应急管理体制

机制、加强应急管理法治建设、深化
本质安全能力建设、加强防灾减灾体
系建设、强化应急救援力量建设、提
高综合应急保障能力和提升社会安
全应急素养等 7项重点任务，深入谋
划了破解发展难题的 6大类 17个重
点工程项目。

我省将要实施应急指挥能力提
升工程，建设应急指挥体系和应急指
挥通信系统项目。逐步形成“一中
心、六基地”、覆盖全领域、贯通各层
级的一体化指挥体系。构建“空、天、
地”三位一体的应急指挥通信网，实
现省、市、县、乡四级应急指挥通信网
立体式全覆盖。

如何有效防治自然灾害？重点行
业领域如何实现安全治理？在本质安
全能力提升工程方面，《规划》明确，实
施地震灾害风险防治能力提升和气象
防灾减灾能力提升项目，建设震灾风
险评估和应急处置“一张图”、地震灾
害重点隐患监测“一张网”；推进河南
省气象防灾减灾中心（郑州国家气象
科技园）工程建设，实施突发事件预警
信息发布能力提升工程，推动省、市、
县三级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能力提
升。实施基层防灾减灾能力提升工
程，打造长期稳定、科技型与生态型相
结合的新型气象台站。③9

“天价药”落地两个月

我省88例脊髓性肌萎缩症患者受益

河南全面构建
“一中心、六基地”应急指挥体系

我省高校新增本科专业82个

今年央视春晚上，“只此青绿”走红，过去与现在、
传统与现代，穿越时空的“对话”让无数人“破防”。2
月27日，中建三局中原分公司的女职工们脱下工装扮
上古装，在公司承建的地标性建筑（大图为河南省科技

馆新馆，小图为郑州市博物馆新馆）打卡拍照，共赴一
场建筑与文化的盛宴。⑨6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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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晓敏 李倩

2月25日，打完第三针诺西那生钠
注射液后，9 岁的脊髓性肌萎缩症
（SMA）患者笑笑（化名）从河南中医药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出院了。

虽然打针很怕疼，但每次注射诺
西那生钠，笑笑却格外期盼，“用完药，
哪怕能爬也好啊！”

带给她希望的，是自今年1月 1日
起，被称为“天价药”的诺西那生钠被
纳入医保目录。这一政策利好，让罕
见病SMA患儿及家长喜极而泣，笑笑
便是首批享受该政策优惠的一名患
儿。

“SMA 是一种罕见病，发病率在
六千到一万分之一，2岁以内患儿死亡
率比较高。”省儿童医院神经内科学科
主任王媛介绍，目前全国临床积累的
SMA患儿病例有 2万多例，这些年在
省儿童医院首诊诊断的 SMA 患儿也
只有几十例。

统计数据显示，2020 年，河南有
近一百万新生儿，如果按万分之一的
发病率推算，我省每年就新增近百名
SMA患者。

“起病越早的，病情越重。”省人民
医院医学遗传研究所所长廖世秀说，
SMA 是一种常染色体隐性遗传性进
行性运动神经元病，属于罕见病，发病
率虽不高，但携带率很高。

“SMA致病基因携带者约占1/50，
也就是说，平均每 50 个人中就有 1
人。这种致病基因携带者本人不发
病，但当两个携带者结婚后，其子女却
有25%的患病可能性。”廖世秀说。

当人生病时，最凄凉的景象是无
药可用，更令人绝望的是，有药却吃不
起。

与 SMA抗争近 9年，笑笑的妈妈

娄女士把这两种场景全体会了，“那种
感觉，痛彻心扉。”

罕见病患者等药的过程，时间是
最大的敌人。

“最开始是无药可治，等来了诺西
那生钠，却因为价格太高根本用不
起。”娄女士说。

省儿童医院大内科主任金志鹏
说，诺西那生钠被称为 SMA 患儿的

“救命药”，它对SMA患儿尤其是前期
轻症具有很好疗效，绝大部分患儿在
注射后能得到一定程度缓解。但在纳
入医保前，70万元一针的价格，让大部
分家庭望而却步。

2016 年 12 月 23 日，诺西那生钠
注射液首次在美国获批，是全球首个
SMA精准靶向治疗药物，随后该药物
在欧盟、巴西、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
家和地区获得批准用于治疗SMA。

2019年 4月 28日，诺西那生钠注
射液在中国上市，并成为中国首个能
治疗SMA的药物。

2021 年 12 月 3 日，医保谈判结
束，“诺西那生钠注射液”以低于3.3万
元每针的价格成交，并被纳入医保。

王媛告诉记者，SMA患儿需要在
注射诺西那生钠的第 14、28、63 天再
各注射一次，
之后每 4 个月
注射一次，一
年需要用 6 支

且需终身。
诺西那生钠入医保前一针约

70万元，纳入医保后降至 3万多
元，再经二次报销后一支不到
17000元。

“如果算一笔账，相当于花一
年的钱，用上十年的药。”娄女士
说，这个药刚进入中国时，虽然药
企给了优惠政策，一年平均
下来也需要 108 万元，她从
来没奢望过能用上药，现在
降价到一年不到 10万元，相
当于直降九成。

记者到省妇幼保健院、
省儿童医院、河南中医药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等医院探
访发现，自诺西那生钠入医
保后，注射治疗正在有序展
开。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2
月 27 日，河南共有 88 例脊
髓性肌萎缩症患者享受到
该项医保福
利。③6

□本报记者 李晓敏 李倩

今年 2 月 28 日是“国际罕见病
日”。目前，全世界已发现罕见病大约
7000种，我国罕见病患者数量达2000
多万人。

“我省已经完成罕见病病例上报
近2万例，涉及近100个病种。”郑州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孙莹璞教授介绍。孙
莹璞教授是首批国家罕见病质控中心
专家委员会成员，负责河南省罕见病
医疗质量控制和数据上报。

曾经70万元一针的诺西那生钠注
射液纳入医保，一批医院对罕见病开
展科普义诊和免费检查，坚持对孕产
妇和新生儿进行相关疾病筛查……在
孙莹璞看来，近年来罕见病及其患者

群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
罕见病药品往往价格昂贵，如何

推动“天价药”落地，让更多患者看得
上病用得起药，成为一轮轮医保谈判
的重点。

截至目前，国内共有 60余种罕见
病用药获批上市，已有 40余种被纳入
国家医保药品目录，涉及 25 种疾病。
去年，共有 7个罕见病药品谈判成功，
平均降幅达65%。

为推动医学在罕见病研究方面取
得重大突破，中国罕见病联盟于 2018
年成立。其中，郑大一附院、河南中医
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均为成员单位，
郑大一附院还牵头成立了中国罕见病
联盟河南协作组。

这种多部门联合开展探索的治疗
模式，正给罕见病家庭带来更多关爱，
带给他们更多生的希望。

河南省人民医院医学遗传研究所
主任廖世秀告诉记者，超八成罕见病
是遗传性疾病，一半以上患者在刚出

生或幼年时发病，并且需要终生与疾
病做斗争。

从 2017年起，我省连续 6年把为
适龄孕妇产前筛查、产前诊断和新生
儿“两病”筛查纳入到民生实事重点免
费项目，目的就是希望能尽早地发现
罕见病患儿并帮助他们。

据统计，去年我省通过免费产前
诊断共确诊 21-三体综合征等染色体
病患儿 1614例，通过新生儿“两病”筛
查，共确诊苯丙酮尿症（PKU）185例、
甲状腺功能低下症（CH）711例。

不过，由于临床病例少、治疗经验
少，再加上误诊率高、能用药少和用不
起药等现实问题的存在，罕见病患者
的生存状态，仍亟待得到社会更多的
关心关爱。③9

让更多罕见病“被看见”
河南已完成2万例罕见病上报

制图/王伟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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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

本报讯（记者 李虎成 河南报业
全媒体记者 任娜 通讯员 陈莹莹）2
月 25 日，记者从位于“医疗耗材之
都”长垣的驼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获
悉，该企业在口罩原料的生产工艺上
取得重大突破，成功研发出可降解、
可重复使用的两款新型口罩，目前已
实现量产，将在近期投放市场。

“目前口罩的主要生产材料是无
纺布和熔喷布，这两种材料的化学原
料均为聚丙烯，在自然界中很难降
解。”驼人集团创始人、总裁王国胜介
绍，被称为口罩“心脏”的熔喷布经过
静电驻极处理后，可阻隔病毒，从而
起到防护作用。然而，由于长时间湿

度增加和静电被破坏，口罩的阻隔效
率会逐渐降低，这也是要按时更换口
罩的原因。

驼人集团研发的全降解口罩采
用了生物基降解材料聚乳酸，替换了
传统的聚丙烯。由这种材料制作而
成的口罩可在自然环境下分解为水
和二氧化碳，不会增加生态负担。

而可重复使用口罩，则是将熔喷
布换成了一种纳米纤维材料制成的
过滤膜，滤膜的孔径低于细菌和病毒
的直径，口罩无需静电驻极即可实现
使用过程滤效的安全稳定，满足医用
外科口罩标准要求，日常只需用酒精
消毒即可重复性使用。③9

可降解口罩在新乡问世

据新华社北京 2月 27 日电 综
合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乌克兰和俄
罗斯方面 27日都表示，双方将进行
和平谈判。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 27日发布消
息说，乌克兰将派代表团同俄罗斯进

行和平谈判，谈判将在普里皮亚季河
附近的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边境地区
进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
夫当天早些时候对媒体说，乌克兰方
面同意在白俄罗斯戈梅利州同俄方
举行谈判，俄方对此已做好准备。

俄乌同意进行和平谈判

本报讯（记者 杨凌）2 月 25 日，
记者从郑州大剧院获悉，为响应省文
旅厅号召，擦亮“行走河南·读懂中
国”品牌，该剧院特推出“新春演出
季”活动：4月底前，28部 45场精彩剧
目将满足市民多元化文化需求。

据悉，此次郑州大剧院演出季将
加强与国内一流演出团体的合作，引进
舞剧、音乐剧、话剧等不同剧种的文化
交流剧目。其中，杨丽萍主创的舞剧
《十面埋伏》将2000多年前楚汉相争的
恢宏历史场景展现在舞台之上；唐诗逸
领衔舞剧《昭君》讲述了汉元帝时期昭
君“请缨赴塞上”促成民族和睦的一段
佳话；话剧《柳青》、百老汇音乐剧《长腿
叔叔》中文版也将与大家见面。

此外，来自苏州民族管弦乐团、河
北民族乐团等不同地区的演出团体，以
及二胡名家姜建华等演奏家将精彩演
绎琵琶、古琴、二胡等独具特色的民族
乐器。

活动期间，郑州大剧院还将特别
推出周末儿童剧场，包括《糖果屋》
《美女与野兽》《胡桃夹子》《小红帽》
等7部21场家庭亲子儿童剧。

据悉，为吸引更多市民走进剧院
共享艺术发展成果，郑州大剧院将推
出系列公益惠民活动，如豫剧《情满
合欢寨》最低票价仅需 9元，舞剧《水
月洛神》将推出八折惠民票，适合全
家欢的周末儿童剧也将推出五折优
惠票。③9

郑州大剧院推出“新春演出季”
28部 45场精彩剧目邀您来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