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1月17日电 国务
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国家组织药品
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方案》（以下
简称《方案》），对国家组织药品集
中采购和使用试点工作作出部署，
选择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和沈
阳、大连、厦门、广州、深圳、成都、
西安11个城市开展试点工作。

《方案》指出，根据党中央、国
务院部署，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
革，完善药品价格形成机制，开展
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
点。目标任务是实现药价明显降
低，减轻患者药费负担；降低企业
交易成本，净化流通环境，改善行
业生态；引导医疗机构规范用药，
支持公立医院改革；探索完善药品
集中采购机制和以市场为主导的
药品价格形成机制。

《方案》提出，要按照国家组织、
联盟采购、平台操作的总体思路，即
国家拟定基本政策、范围和要求，组
织试点地区形成联盟，以联盟地区
公立医疗机构为集中采购主体，探
索跨区域联盟集中带量采购。

《方案》明确，从通过质量和疗
效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对应的通
用名药品中遴选试点品种。经国
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在中国
大陆地区上市的集中采购范围内
药品的生产企业，均可参加试点。
具体措施如下：

一是带量采购，以量换价。按

照试点地区所有公立医疗机构年
度药品总用量的 60%-70%估算采
购总量，进行带量采购，量价挂钩、
以量换价，形成药品集中采购价
格，试点城市公立医疗机构或其代
表根据上述采购价格与生产企业
签订带量购销合同。二是招采合
一，保证使用。试点地区公立医疗
机构应优先使用中选药品，确保1
年内完成合同用量。三是确保质
量，保障供应。要严格执行质量入
围标准和供应入围标准，建立对入
围企业产品质量和供应能力的调
查、评估、考核、监测体系。四是保
证回款，降低交易成本。医疗机构
作为药款结算第一责任人，应按合
同规定与企业及时结算，降低企业
交易成本。严查医疗机构不按时
结算药款问题。医保基金在总额
预算的基础上，按不低于采购金额
的 30%提前预付给医疗机构。有
条件的城市可试点医保直接结算。

为保障试点政策落地，《方案》
要求做好政策衔接，实现三医联
动。一是探索试点城市医保支付
标准与采购价协同。二是通过机
制转化，促进医疗机构改革。三是
压实医疗机构责任，确保用量。四
是明确部门职责，做好政策衔接。

下一步，试点地区要在省级采
购平台上按照集中采购价格完成
挂网，于2019年初开始执行集中采
购结果。

新华社电 2019 年 1 月 17
日，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陕西省人
民政府原副省长冯新柱受贿一
案。

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起
诉指控，1999年至2017年，被告人
冯新柱利用担任陕西八大电力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铜川市人民
政府副市长、代市长、市长，中共

铜川市委书记及陕西省人民政府
副省长兼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
示范区管委会主任等职务上的便
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
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项目投
资、矿产开发、资金借贷、工程承
揽和职务调整等事项上提供帮
助，直接或者通过他人收受上述
单位及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
合人民币7047万余元。

庭审中，公诉机关出示了相关
证据，冯新柱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
证，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
发表了意见，冯新柱还进行了最后
陈述，并当庭表示认罪、悔罪。全
国、浙江省、杭州市三级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新闻记者及各界群众50
余人旁听了庭审。

庭审结束后法庭宣布休庭，择
期宣判。

新华社西安1月17日电（记者
陈晨）记者17日从陕西省纪委监委
获悉，日前，经中共陕西省委批准，
陕西省纪委监委对陕西省人民政
府参事，省发改委原副主任、党组
成员，省粮食局原局长、党组书记
吴新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
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吴新成违反政治纪律，
对抗组织审查；违反组织纪律，利
用职权在职务晋升、工作调动等方
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索取、收受财
物，不如实向组织报告个人有关事
项；违反廉洁纪律，收受可能影响
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礼金、消费
卡，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为其
配偶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反工作
纪律，违规干预、插手下属单位工
程建设项目；违反生活纪律。违反
国家法律法规，构成职务违法。利

用职务上的便利和职权、地位形成
的便利条件为他人谋取利益并索
取、收受巨额财物，涉嫌受贿犯罪。

吴新成身为党员领导干部，
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党的宗旨，毫
无原则立场，对党不忠诚，法纪意
识淡薄，道德防线失守，家风不
正，作风败坏，其行为已构成严重
违纪并涉嫌犯罪，且在党的十八
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
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
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行政机关
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
陕西省纪委监委会议研究并报陕
西省委批准，决定给予吴新成开
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
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
及所涉款物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处
理。

陕西省人民政府参事

吴新成被双开

新华社杭州1月17日电（记
者方问禹）天然清新的田园景致，魅
力迷人的山乡风光，苍松翠柏的红
色传承，仁义淳厚的乡风民俗……
在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永和镇，欣
欣向荣的发展景象扑面而来。这
片虞东平原沃土田园与四明山余
脉山水造化而成的锦绣之地，也是
革命英烈何云的故乡。

何云，原名朱士翘，1905 年生
于上虞县朱巷乡（今上虞区永和
镇）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1年考
进杭州师范学校，毕业后回乡任
教，并投身上虞县农民运动之中。
1930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读经济
系，后转入铁道传习所。1931年九

一八事变发生后，他毅然停学回
国，参加抗日救亡工作。

1938年，党中央决定创办《新华
日报》，何云被调往汉口参加筹备工
作，担任国际版编辑。12月，《新华
日报》华北分馆成立，何云任分馆管
理委员会主任（社长）兼总编辑。
1939年元旦，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
报《新华日报》华北版创刊号诞生。

1940年8月，八路军发动了著
名的百团大战。何云随八路军总部
和第129师刘伯承、邓小平奔赴前线
组织战地新闻采访，在火线上编辑、
审稿、刻印、发行，以最快的速度把
战斗消息传播出去，为鼓舞部队士
气，宣传百团大战胜利，发挥了巨大
作用。在残酷的对敌斗争中，虽然
报馆经常转移，但报纸的出版从未
间断。《新华日报》华北版被敌后抗
日根据地军民称为“华北人民的聪
耳，华北人民的慧眼，华北人民的喉
舌”和“华北抗战的向导”。

1942年5月，日军调集重兵，对
太行山辽县麻田一带进行“铁壁合
围”式的大扫荡，企图摧毁八路军总
部和《新华日报》华北分馆。何云率
领全馆同志坚持工作和战斗。

在危急关头，何云对身边的同
志说：“不要把子弹打光了，留下最
后的两颗，一颗打我，一颗打你自

己，我们不能当俘虏！”1942年5月28
日黎明，正在大羊角村山坡上隐蔽
的何云，不幸背部中弹负重伤，昏倒
在地。当被医护人员抢救醒来时，
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的伤不很严
重，快去抢救倒在那边的同志吧！”
当医护人员检视完别的伤员再来看
他时，他已经牺牲了，时年37岁。

何云牺牲后，刘伯承沉痛地
说：“实在可惜啊！一武（指左权）
一文（指何云），两员大将，为国捐
躯了！”全国解放后，何云烈士的忠
骨移至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安葬在
左权将军墓的左侧。

永和镇党委书记朱春兰介绍
说，在艰苦卓绝、烽火连天的战争
年代，作为上虞县抗日民主政府的
诞生地，永和镇一度是上虞县抗战
的政治中心，同时作为新四军浙东
游击纵队的重要活动据点，留下了
一大批革命英烈浴火奋战的印
记。对此，永和镇将上虞县抗日民
主政府旧址改造成“永和馆”，“红
色老区”的红色记忆、英烈遗风，仍
然照亮着后人奋进的前程。

新华社天津1月17日电（记
者尹思源）记者从天津市纪委监委
了解到，天津市政府副秘书长、办
公厅党组成员穆怀国涉嫌严重违
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纪律审查和

监察调查。
公开资料显示，穆怀国 1959

年 4 月出生，天津市人，1982 年 9
月参加工作，1985 年 2 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参加工作至今曾在天

津市和平区政府、天津市和平区
统 计 办 公 室 等 多 个 部 门 任 职 。
2015 年 2 月至今任天津市人民
政 府 副 秘 书 长 、办 公 厅 党 组 成
员。

新华社北京1月17日电（记
者朱基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消息，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
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下，
在菲律宾反腐败和执法部门大力
协助下，经江苏省追逃办不懈努
力，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谢浩杰在
菲律宾马尼拉被抓获，并于1月17
日被押解回国。这是中央纪委三
次全会全面部署党风廉政建设与
反腐败工作后，我国通过反腐败国

际执法协作成功抓捕的第一个外
逃职务犯罪嫌疑人。

谢浩杰，男，1969年9月生，江
苏无锡人。江苏省纸联再生资源
有限公司原总经理，涉嫌国有公司
人员滥用职权罪。2018年3月，谢
浩杰外逃；6月8日，无锡市监委对
谢浩杰立案调查；10月23日，无锡
市公安局对谢浩杰开展网上追逃。

中央追逃办有关负责人表示，
谢浩杰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新

增监察对象，谢浩杰落网是国家监
察体制改革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
理效能的生动实践，彰显了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有逃
必追、一追到底的鲜明态度和坚定
决心。中央追逃办将坚决贯彻落
实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工作部署，不
断加大对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的
缉捕力度，我们正告所有外逃人
员，执迷不悟、拒不投案自首，必将
受到法律的严惩。

新华社贵阳1月 17日电（杨
欣 骆飞）贵州日前出台《关于严禁
领导干部利用茅台酒谋取私利的规
定》，明确提出严禁领导干部违规插
手参与茅台酒经营的一些情形。

这是记者17日从贵州省政府新
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的。

规定明确，领导干部严禁以下
行为：本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参
与茅台酒经营活动；利用职权或职
务上的影响，为其他特定关系人获
取茅台酒经营资格、增加茅台酒销
售指标，倒卖茅台酒提供便利；违
规审批茅台酒经营权；违规收送茅
台酒；其他违规插手、参与茅台酒
经营的行为。此外，领导干部要教
育管理好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严
禁其利用本人职权或者职务上的
影响参与茅台酒经营活动。

规定要求，领导干部应当将遵
守规定在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上进

行明示，在《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
报告表》中作出专门说明。存在违
规情形的领导干部，应当在规定印
发之日起一个月内向相关党组织作
专项报告并按照要求整改。今后新
发生违规情形者，应当在一个月内
向相关党组织报告并按要求整改。

此外，对有意违反、规避规定
或者不按规定整改的领导干部，按
照贵州省领导干部利用茅台酒谋
取私利纪律处分专项规定，依纪依
法严肃处理。

规定还要求，中国贵州茅台酒
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建立领导
干部打招呼登记备案制度，凡过问
必登记、凡打招呼必登记、领导干
部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利用职
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参与茅台酒
经营活动必登记。凡发现应该登
记未登记的，严肃追究相关人员的
责任。

贵州严禁领导干部

利用茅台酒谋私利

何云同志何云同志（（资料照片资料照片）。）。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11城开展药品集中采购使用试点
陕西原副省长冯新柱受贿案开庭

天津市政府副秘书长穆怀国被调查

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谢浩杰被抓捕归案

本报综合消息 针对网上传播
的 C6607 次铁路“领导霸座”视频
一事，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
司 17 日通过官方微博回应称，其
中三名为负责铁路收入检查的工
作人员，因沟通不到位发生争吵，
未私带无票旅客。已对涉事工作
人员进行严肃批评教育。

近日，一段“铁路局领导高铁霸
座辱骂司机”的视频在网上传播，引

发网友热议。17日，中国铁路成都局
集团有限公司官方微博发布调查结
果称，对于网上传播的 1 月 16 日
C6607次铁路“领导霸座”视频，该公
司已组成联合调查组连夜开展调查。

经查，视频中的四位当事人，其
中三名为负责铁路收入检查的工作
人员，与该三人发生争吵的是铁路
机车乘务员。当日，三名收入检查
人员乘车前往崇州站检查客运收入

工作，根据列车长安排，拟在铁路工
作人员专属共用座位乘座，因沟通
不到位发生争吵，未私带无票旅客。

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
司表示，公司对在列车上争吵的铁
路工作人员已严肃批评教育，责令
作出深刻检查。今后，公司将进一
步加强员工教育管理，防止类似问
题再次发生。同时，就此事造成的
不良影响向旅客深表歉意。

中铁成都局通报“领导霸座”

何云：太行山上的“新闻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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