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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2日，国家医疗保障局网站发布的《国家
医疗保障局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
议第 3411 号（社会管理类 293 号）提案答复的函》
（简称《答复函》），披露了国家医保局11月11日答
复民盟中央提出的“关于将医疗防护用品纳入医保
报销，调整社会家庭政策，应对人口发展问题的提
案”的具体内容。

规范有序地推动集中带量采购规范有序地推动集中带量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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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政协委员《关于将医疗防护用品纳入医保
报销的提案》，国家医保局在《答复函》中表示，医保
部门一直重视医疗防护在内的医疗保障工作。国
家层面采取排除法对基本医疗保险诊疗项目进行
管理，明确了基本医保不予支付或部分支付的诊疗
项目范围。

下一步，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
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的要求，国家医疗保障局
将坚持招采合一、量价挂钩，全面实行药品、医
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以医保支付为基础，建立
招标、采购、交易、结算、监督一体化的省级招
标采购平台，推进构建区域性、全国性联盟采购
机制，形成竞争充分、价格合理、规范有序的供
应保障体系，进一步加强药品集中采购平台操作
的规范化建设，建立并完善统一的基本操作规
则，进一步规范工作流程和药品挂网撤网规则；
坚定不移、规范有序地推动集中带量采购，以临
床需求、质量优先为导向，做到应采尽采，将集
采覆盖至份额大、金额高的产品；营造公平竞争
的市场环境，引导企业间竞争转化为产品质量和
成本竞争，促进企业高质量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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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关于调整社会家庭政策，应对人口发
展问题的提案》，国家医保局在 《答复函》 中介
绍，“目前我国全民医保基本实现。按照社会保险
法和国家规定，职工医保和城乡居民医保两项制
度分别覆盖就业人口和非就业人口，各类人群参
保均不存在障碍，均可按规定参保缴费并享受相
应待遇。截至2019年底，基本医保参保超过13.5
亿人，参保率稳定在 95%以上。从实际情况看，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还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情
况，就业与非就业人群的收入差距客观存在，且
城镇单位就业人口占比较低，总体上看，职工和
居民分类保障的制度安排适应了我国现阶段的基
本国情和发展现状。”

《答复函》指出，今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
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对完善基本医疗保险
制度、促进医疗保障制度更加成熟定型提出了进一
步要求，其中明确“职工和城乡居民分类保障，待遇
与缴费挂钩，基金分别建账、分账核算”。中央做出
这一决策，主要是考虑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水
平、职工和居民筹资能力差异等现实因素。

“在探索家庭成员共济方面，我们在研究的建
立健全职工医保门诊共济保障机制方案中，明确提
出探索适当拓宽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范围，拟允许参
保人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其个人账户。”国家医保
局在《答复函》中指出，“对于你们提出的‘尝试以家
庭为单位的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制度’的建议，还
需要在统计、税收、诚信、收入申报等领域建立健全
有关机制，我们将予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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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医保局在《答复函》中还回应了民盟中央
提出的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的建议。

《答复函》指出，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促进生
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当前我国
人口发展进入深度转型阶段，《国家人口发展规划
（2016—2030年）》明确提出，面对人口发展重大趋
势性变化，必须把人口均衡发展作为重大国家战
略，加强统筹谋划，努力实现人口自身均衡发展，并
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总体上看，促进
人口均衡发展，要从顺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和人民
群众需求出发，多策并举，形成合力，完善就业、税
收、抚育、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政策，减轻生养子
女家庭负担，构建和完善生育支持体系。国家已通
过建立生育保险对女职工产假期间支付生育津贴，
作为其产假期间替代性收入，从而减轻和消除单位
雇用女职工和女职工生育的顾虑。

国家医保局在《答复函》中表示，“你们提出
的探索实施孕期保健补助、托育津贴、教育津贴
等经济上的补贴，很有前瞻性和参考价值，需要
多部门统筹研究，我们愿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加强
研究工作。” 据国家医保局网站

新华社北京11月13日电 13日，一则
“快递员、育儿嫂等也能评职称”的消息登
上热搜，受到广泛关注。网友们在点赞人
社部举措的同时也提出质疑：快递员评职
称图啥？还有人调侃：是不是以后高级职
称送快递能多挣一块钱？其实，职称不仅
跟待遇紧密相连，更事关人的发展。让技
能劳动者也能评职称是好事，更是幸事，远
比一些人想象的重要。

路上的快递员、维修工，厂里的车工、
钳工，店里的美发师、面点师……这样的技
能劳动者，我国已有 1.7 亿多人。长期以

来，国家对“蓝领”和“白领”执行两套不同
的职业技能评价体系，二者互不相通。这
一定程度造成了不同职业群体的待遇差
距，也给技能人才的职业发展带来障碍，特
别是对新兴行业从业者造成了不利。

举个例子，近两年平台经济从业规模迅
速增长，每天“跑在路上”的网约配送员已达
到百万级。但是除了赚取配送费，他们很难
有职业发展和上升通道，既没有相应的国家
职业资格认证考试能证明自己的技能水平，
也无法作为人才享受到所在城市落户、子女
教育、购房补贴等一系列优惠福利政策。

此次人社部印发通知，支持企业自主开
展技能人才评价，建立健全职业技能等级认
定与专业技术职称评审的贯通机制，无疑旨
在打破“蓝领”“白领”的身份壁垒，体现了国
家对技能劳动者的尊重与认可，有利于破除
身份、学历、资历等障碍，将待遇分配与岗位
价值、技能素质、实绩贡献等因素挂钩，搭建
起“蓝领”人才成长的立交桥。

“快递小哥”评职称肯定不能看论文，
也不能靠单纯送快递，还得通过优化派件
流程、提高派件效率等有“技术含量”的表
现，才能成为专业人才队伍中的一员。

国家发展靠人才，企业竞争在人才。
善待每一个岗位，让每一位劳动者有尊严、
有出路、有奔头，既是发展进步的源泉，也
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

新华社成都11月13日电（记者 王迪）
有时候，发现并抓住逃犯只需要吃一碗面
的时间。

近日，这样一件事在四川省内江市发
生：一位民警在面馆点餐时偶遇正在吃牛
肉面的犯罪嫌疑人，他当场认出了对方身
份并将其抓获。

这位民警是内江市公安局市中区分局
巡警大队便衣中队的胡警官。10月23日晚
七点半左右，下班后饥肠辘辘的他走进单
位附近的一家面馆，正在问老板面条味道
如何的时候，一个食客接过话说“还可以，

整二两嘛”。
“听到声音，我就看了他一眼，觉得有点

面熟。”胡警官说，他跟这位食客故意闲聊了
一会儿，然后走出门、翻出手机比对照片。

原来，当天上午胡警官所在的便衣中队
收到了这名逃犯的相关信息。资料显示逃犯
穿着红色外套、白底带图案的毛衣，嘴唇右上
角有一颗明显的痣——和眼前的食客外貌
特征相当吻合。确认后，胡警官悄悄通知了几
名同事，他们一起从面馆带走了这名逃犯。

据了解，这名逃犯2015年在云南省昭
通市永善县参与了聚众斗殴。公安部门利

用人脸识别技术在监控中发现他在四川内
江活动，并拍下其近期照片作为线索。

面馆的监控视频显示，这名逃犯被铐
上手铐后说“帮我擦一下嘴巴”，一名民警
扯下纸巾满足了他的愿望。

另一名民警，内江市公安局市中区分
局巡警大队便衣中队队长杨堃，为还没付
款的逃犯买了单。

杨堃说，他们原计划在逃犯经常出现
的区域蹲点守候，“这种情况比较少见”。

他还说，作为便衣警察，他们平时经常在
街边活动，在工作中培养出了敏锐的观察力。

新华社西安11月13日电（记
者秦汉元 李一博）“本次考古发现
的墓志，不仅是新见的唐代皇室成
员文学作品，更是目前国内唯一经
由科学考古发掘出土的颜真卿早年
书迹真品，再次体现了考古工作对
展示与构建中华民族历史的重要意
义。”主持发掘的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研究员许卫红说。

日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位
于汉哀帝义陵以南约1.6公里、秦咸
阳城遗址保护区以西约2.7公里处
发掘出大量隋唐时期墓葬。期间，
考古工作者在清理元氏家族墓葬
时，发现三合由唐玄宗之侄、让皇帝
李宪之子、汝阳王李璡撰文的墓志，
而其中一合墓志的书写者为时任长
安县尉的颜真卿。

元氏家族墓葬均遭早期严重盗
扰，墓葬形制均为长斜坡墓道土洞
墓。元氏家族为北魏皇室后裔，元
大谦为北魏常山王第七代孙，历任
姚州都督府录事参军、陇州司仓参
军、右骁卫长史、绛州龙门县令。

据参与发掘的陕西省考古研究
院助理研究员张杨力铮介绍，元大

谦夫妇二人墓志撰文者均为汝阳王
李璡，志文内李璡自称外侄孙。据

《新唐书》记载，李璡为让皇帝李宪
之子，李宪之妃为元氏。“结合墓志
内容可知元大谦的侄女即李宪之
妃、李璡之母。李璡所撰墓志的内
容填补了李宪妻族的相关情况，有
益于唐代正史、文学史的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罗婉顺墓志书
丹者为颜真卿，文内自称为长安县
尉。据史料记载，天宝五载，颜真卿
由醴泉县尉升任长安县尉，与墓志
时间相合。颜真卿现存世书迹以传
世碑刻为主，以现藏于西安碑林博
物馆的《多宝塔碑》等为代表，共十
余件，多以其风格成熟期作品为主，
而本次发现为其早期书迹真品，尚
带有模仿前朝书家的痕迹。西安碑
林博物馆研究员陈根远说：“颜真卿
一改王羲之以来书法追求精雅的方
向，展现出士大夫的阳刚正大之
气。甚至可以说从颜真卿开始，唐
人开始逐渐确立属于自身的书法风
格。”新出土的罗婉顺墓志对探讨其
本人及我国中古时代书法艺术具有
重要意义。

医疗防护用品能否纳入医保报销

新华社北京11月13日电 今年高校
“秋招”正酣，近日在全国农业展览馆，一场
针对高校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的线下招聘
会，点燃了求职者和招聘者的热情。记者调
研发现，随着主要经济指标回暖，求职“战
线”拉长，就业市场逐渐回暖。但受全球疫
情影响，求职毕业生仍期盼得到更多就业
服务。

记者在现场发现，不少用人单位招聘
需求旺盛，一些企业“门前”排起了求职长
队。北京市自来水集团招聘代表介绍，企业
发挥社会责任，毕业生高度热情，现场咨询
量较往年有所上升，面试报名者络绎不绝。

“人才抄底”成企业新期待。“8月份起
业务逐渐恢复，现在正需要新力量加入。”
从事体育文化行业的天天尚翔公司负责人

黎翔说，公司正转型直播业务、开展一对一
私教，都需要吸纳新人。他说，今年“秋招”更
易招人，所以特意来招聘会现场招揽人才。

主办方介绍，此时举办专场招聘会，更
适应求职者的求职需求和企业人才需求上
升的趋势。有800多名毕业生线上预约，也
有毕业生直接来现场办理手续参加。

留学 5 年的白钰今年 7 月从海外学成
归来，8月开始寻找合适的工作。她说，国
内求职有很多机会，“选啥工作”成了她的

“心头病”。“我已经找到外文岗位工作，但
更想做专业对口工作。”

记者发现，一些求职者并非“无岗”而
是“择岗”，希望“优中选优”。也有不少毕
业生多了新担忧。“我投了10份简历，撒网
捕鱼。”北京某工科院校的2020届毕业生林

夕说，之前心气比较高，好的工作选不上，
一般的工作不想上。“现在心态更好一些，
先看哪些工作自己能胜任。”

北京市毕业生就业服务中心主任赵琳
分析，后疫情时期攀升的就业需求，主要来
自2020届毕业生、往届未就业毕业生和留
学回国的学生。专场招聘会充分调动求职
者的积极性，引导广大毕业生树立正确就
业观。

多位受访企业招聘专员表示，从年初
开展线上招聘至今，各家企业已适应线上
分散招聘的模式，灵活招聘渐成趋势。为适
应招聘趋势，在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季期
间，北京利用“京尤码”为毕业生提供线上求
职、招聘活动、政策咨询等全链条服务。目前
后台已累计超3万份求职简历，线下招聘会
实现求职者与企业的扫码一键对接。

在现场提供咨询的国家一级职业指导
师李建建议，毕业生可结合求职进程，设置
不同的求职梯队，拓宽获取信息渠道，不给
自己长时间的空窗期。

因因““一碗牛肉面一碗牛肉面””抓住逃犯抓住逃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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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小哥快递小哥””评职称评职称，，好事好事、、幸事幸事！！

岗位需求回暖岗位需求回暖，，求职有新期盼求职有新期盼
——北京北京““秋招秋招””就业一线见闻就业一线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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