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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0 月 10 日电 国家医疗保障局 10 日发
布通知，经组织专家按程序与部分抗癌药品进行谈判，
将阿扎胞苷等 17 种抗癌药（下称“谈判药品”
）纳入《国家
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17 年
版）》乙类范围，
并确定了医保支付标准。

通知要求，各省（区、市）医疗保险主管部门不
得将谈判药品调出目录，也不得调整限定支付范
围。目前未实现城乡居民医保整合的统筹地区，
也要按规定及时将这些药品纳入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支付范围。
通知要求，各省（区、市）药品集中采购机构要
在 2018 年 10 月底前将谈判药品按支付标准在省
级药品集中采购平台上公开挂网。医保经办部门
要及时更新信息系统，确保 11 月底前开始执行。
通知规定的支付标准有效期截至 2020 年 11
月 30 日，有效期满后按照医保支付标准有关规定
进行调整。有效期内，如有通用名称药物（仿制
药）上市，国家医疗保障局将根据仿制药价格水平
调整该药品的支付标准并另行通知。如出现药品
市场实际价格明显低于现行支付标准的，将与企
业协商重新制定支付标准并另行通知。
通知要求，
各统筹地区要采取有效措施保障谈
判药品的供应和合理使用。因谈判药品纳入目录
等政策原因导致医疗机构 2018 年实际发生费用超
出总额控制指标的，年底清算时要给予合理补偿，
并在制定 2019 年总额控制指标时综合考虑谈判药
品合理使用的因素。同时，
要严格执行谈判药品限
定支付范围，
加强使用管理，
对费用高、
用量大的药
品要进行重点监控和分析，
确保医保基金安全。

17 种抗癌药纳入医保
确保 11 月底前开始执行 同时纳入新农合支付范围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 23 项国家标准
涉及公共安全、食品等多领域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0 日电 国
家市场监管总局 10 日发布公民网
络电子身份标识安全技术要求、大
米产品等级、城市道路交通组织设
计规范等 23 项国家标准，涉及公共
安全、循环经济、食品、城市治理等
多个领域。
公民网络电子身份标识安全技
术要求等 6 项国家标准，结合经济
社会信息和通信技术发展的趋势，
瞄准信息安全防护控制力下降、公
民信息易泄露等安全隐患，将在加
强网络产品和服务供应链安全保
障、提高公民数字身份认证和网络
身份识别技术的安全性、提升网络

安全防护效率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筑起信息安全的防护墙。
产业园区水的分类使用及循环
利用原则和要求等 3 项国家标准，
规
范了产业园区循环经济信息化公共平
台数据接口的设计开发。标准的实
施，
可以实现废水废气的循环利用，
既
可增加经济效益，
又可减少废水废气
的排放，
为老百姓留住绿水青山。
新修订的大米国家标准，将大
米产品等级由四个等级调整为三
个，调减了杂质最大限量等指标，引
导和促进绿色发展理念，节粮减损，
推动行业健康发展；
同时，术语名称
参考国际标准，使我国大米产品更

加适应国际市场和国际标准的要
求，促进大米的进出口贸易。
城市道路交通组织设计规范国
家标准，契合了当前城市道路交通
精细化治理的需要，有利于促进交
通组织设计工作从“经验型”向规范
化、标准化转变，着力解决交通拥
堵、出行难、停车难等
“城市病”
。
除上述 23 项国家标准外，本次
还发布了 46 项国家标准的英文版，
主要包括航天用太阳电池、
风力发电
等领域技术标准。截至目前，
已经累
计发布500多项国家标准外文版，
涉
及工程装备、
电工电力、
建筑材料、
航
空航天、
日常消费品等诸多领域。

张衡地动仪走出统编教材？
人教社回应：
并没有
据新华社北京 10 月 10 日电 近日，网上有讨
论称，2017 年投入使用的统编教材中，关于张衡
和地动仪的内容被删除。对此，人民教育出版社
10 日正式回应表示，统编教材中对张衡及其发明
的地动仪有专门介绍。
人教社指出，统编历史教材七年级上册“两汉
科技与文化”一课中专门设计了活动，具体内容及
要求如下：
“东汉张衡发明创制出世界最早的地震
仪器地动仪。但是，这个地动仪早已毁损失传。
后来，人们根据《后汉书》的记载，结合自己的研
究，作出了各不相同的地动仪复原模型。请搜集
不同的复原模型，并尝试理解这件古老的验震器

的设计原理。”
据介绍，统编小学道德与法治教材五年级上
册设置“古代科技 耀我中华”一课，介绍了中国古
代科技巨人及科技成就。其中，专门讲述了张衡
的故事：
“ 张衡生活的时代，频繁的地震给人民的
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张衡决心制作一架能测
定地震的仪器，以便及时掌握全国各地地震情
况。经过孜孜不倦研究，张衡终于研制出了世界
上第一架测定地震方向的地动仪。”
教材中同时设计学习活动，引导学生追求真
理，献身科技，提出“要像张衡一样，善于观察，善
于思考，
做一个有心人”
。

10 日，新疆可可托海世界地质公园正式开园。它位于阿
尔泰山南麓、额尔齐斯河源，
由额尔齐斯大峡谷、三号矿、萨依
恒布拉克、可可苏里以及卡拉先格尔五大景区组成，
是新疆第
一家世界地质公园。
新华社照片

特朗普：第二次“特金会”将在美中期选举后举行
据新华社华盛顿 10 月 9 日电 美
国总统特朗普 9 日说，他和朝鲜最高领
导人金正恩的第二次会晤将在 11 月 6
日美国中期选举后举行。
特朗普当天在前往艾奥瓦州参加集
会活动途中对媒体表示，
他与金正恩的第
二次会晤将在美中期选举后举行，
自己现
在忙于选举事务，
无法抽身外出。

中考、高考包分合约班
中学、小学同步班

脱颖数理化英
各科 1 对 1 冲刺

1、包分合约班：测评提升幅度，确定
1）初一初二：语/数/英/物同步+提高班
时间方案，
签订包分合约。
语/数/英/物/化同步+提高班
2、同步强化班：构建考点题型体系，2）初三：
3）高一高二：数/英/物/化同步+提高班
传授答卷策略，
执行达标考核。
数/英/物/化/生地一轮复习
电话：
152 9310 6639（会宁吴老师） 4）高三：
地址：
兰州城关区静宁路口连铝大厦 8828628 18109489498 （广场西口）

理化一对一 师大英语点拨
会宁教育 杨老师数学 在职教师，
专研中考理化

初中，高中数学，物理，26 年资深特教，经验丰
化学辅导，小学作业辅 富，只招初中数学一对一
导，一对一辅导（先试 （可 上 门），联 系 电 话:
17726977798
听）13639393919
重点名校 40 年
退休在家辅导
13359405434

英语

高考中考英语一轮复习，高一高
26 年，18 届中考全优，初 二查漏补缺，个性化辅导，有 28
中物理、化学，高一化学上 年教学经验的特级教师亲自上
门1 对1。13919269326 课，成绩提高快。18298495854
26 年 在 职 教 师 1 对 1 辅
导，价位较高，保证提分
安宁或城关 18919892756

英语提分王

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白宫对媒
体表示，国务卿蓬佩奥访朝期间和金正
恩的会谈“非常好”，美朝正就会晤制定
计划，
目前有三至四个备选地点，
但会晤
不太可能再次在新加坡举行。
蓬佩奥本月 7 日结束对朝鲜的访
问，当天他与金正恩会晤三个半小时左
右。分析人士认为，蓬佩奥这次访朝意

兰州盛年培训学校

初三数理化英中考保分班
初二生、
地会考保 A 班
(保分协议、
小班教学、
严格管理、
随堂随练)
地址：
南关十字酒泉路外国语中学旁
电话：
4641751、
13919877467

初三物理化学一对一 费斯坦精品英语

十五年专注中考物理化学，经验丰 小班额名师助力,个性化独特授课，设备全管理严格，起分快
富，方法独特，提分快速，免费试听，稳步提升，中高考提50余分，签合同分层教学。免费试听。
亦有一对四，可上门。13389339905 电话:13893317435 13609332740 地址:耿家庄小学对面

中考数学 专攻数学

小 、初 、高 中 数 、
理、化、英专项辅导 二十多年教龄的女教师，教学经
（可一对一上门） 验丰富，责任心强，一对一，小

15379047328 班，快速提高。15393155916

资深特教，经验丰富。专攻
数学一对一教学提高成绩快
18794231858 可上门

在寻求弥合美朝分歧，为酝酿中的美朝
领导人第二次会晤
“打前站”
。
今年 6 月，特朗普与金正恩在新加
坡会晤并签署联合声明，就“建立新的
朝美关系”以及“构建朝鲜半岛持久稳
定和平机制”达成一致。特朗普承诺向
朝鲜提供安全保障，金正恩则重申致力
于实现
“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
。

兰大家教 高分数学
免费试讲 13919137908

初、
高中同步与提高 90 突破 130
60 突破 110 精讲精练(小班教学)
13919376639 庆阳路

一对一英语精讲 张老师化学辅导班

在职专职老师，
自编教材
高一、高二、初三同步提高班，高三第一轮复习加
1.高三、初三“英语预测与强化”; 2.高一初一英语先修 强班。一对一及小班授课。重点中学在职老师，
3.初、高中完型，阅读，作文; 4.初、高中英语“语法” 二十三年教龄。免费试听。电话：15339850131
上课地址：皋兰路，东升 电话：13659484702 地址：1.兰州市城关区。 2.兰州市西固区

模式阅读作文 魏老师物理 冯老师英语 初高中数理化
一对一上门辅导，在职名
初高中招生 教初中物理二十年。
一对一，小班。广场
师授课，补差、拔高、拔尖
孙老师13099101000

北口 15214018538

八年在职教师，
资料齐
全，
教法独特(曾获全
国 英 语 奥 赛 辅 导 奖)，
小班兼一对一，
免费试
听，
无效退款!
15117219028 杨：18919903391

喜讯：为答谢新老客户，今晨信息特推出“刊四赠一”活动欢迎刊登！ 温馨提示：敬请读者 查实信息 安享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