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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复杂多变，客观上对困
难群众的生活造成一定影响。6月17日，国新办举
行困难群众帮扶有关工作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
围绕进一步加大困难群众救助帮扶力度，兜牢基本
民生底线相关工作展开介绍。

对因疫遇困群众加大临时救助力度对因疫遇困群众加大临时救助力度

为帮助因疫遇困群众渡过生活难关，近期民政
部、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切实保障好困难群众基本
生活的通知》，指导各地综合考虑困难群众需求、当
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疫情影响，做好困难群众
基本生活保障各项工作。

在此次吹风会上，民政部副部长唐承沛对相关
部署安排进行了介绍。

聚焦低保对象、特困人员，通知要求，在原来的
生活补助基础上增发一次性生活补贴，保证他们的
生活水平不降低；

聚焦受疫情影响无法返岗复工、连续三个月
无收入来源，生活困难且失业保险政策无法覆盖
的农民工等没有参加失业保险的人员，通知明确，
可以在务工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申请获得一次性临
时救助金；

聚焦物价变动，通知强调，当物价上涨达到启动
条件时，及时启动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
挂钩联动机制，按时足额发放价格临时补贴。

资金保障是推动相关政策落实到位的关键。唐
承沛介绍，民政部会同财政部已经下拨了2022年中
央财政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46.8亿元，比去年
增加了70.6亿元。

“这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的高度关心。”唐承沛表示，“下一步，我们要强化资
金监管，指导各地用足用好困难群众救助资金。”

阶段性缓缴医保阶段性缓缴医保、、社保费用社保费用，，助力企业纾困稳岗助力企业纾困稳岗

今年以来，受疫情等多种因素影响，部分中小微
企业经营困难，影响员工稳定就业。

针对这一问题，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
定，对符合条件的地区，允许中小微企业缓缴3个月
的职工医保单位缴费。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陈金甫在吹风会上介绍，该
项政策预计缓缴资金规模约1500亿元。缓缴措施免
申即享，不需要每个企业再到医保经办部门去提供
申请材料。

该项政策出台充分考虑了医保基金的承受能
力。据陈金甫介绍，2021年全国基本医保基金收入
2.8万亿元，支出2.4万亿元。职工统筹基金累计结
余1.7万亿元，全国绝大多数统筹地区可支付的月数
都在6个月以上。因此，当前医保基金能够做到缓
缴期间报销水平不降低，确保应保尽保、应享尽享、
应报尽报、应结尽结。

此前，我国已出台了阶段性缓缴企业养老、失
业、工伤三项社会保险费相关政策。人社部副部长
李忠介绍，通过扩大政策的实施范围，延长实施期
限，加大稳岗支持力度，有利于缓解企业当期资金压
力，帮助企业渡过暂时难关。

在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政策方面，李忠指出，针对
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抗风险能力较弱、当前
参保缴费压力较大的情况，人社部明确，以个人身份
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各类灵活就业人员，
如果今年缴纳养老保险费有困难，可以自愿暂缓缴
费，未缴费月度可于明年年底前进行补缴，缴费年限
累计计算，不影响今后退休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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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期间，如何及时响应困难群众的求助
需求，做到求助有门，受助及时？

唐承沛介绍，民政部门建立健全主动发现机制，
在困难群众自主求助的同时，采取“大数据＋铁脚
板”等多种方式，主动发现需要救助的困难群众，力
求由“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此外，民政部门将
进一步畅通社会救助服务热线等困难群众自主求助
渠道。对目前全国已开通的3700多条社会救助服务
热线加强热线值守，提高办理效率，做到及时受理，
快速响应。

在积极推进异地救助方面，唐承沛强调，要落
实临时救助“先行救助”“分级审批”等政策规定，
对于在非户籍地因疫情影响陷入临时困境的群
众，由急难发生地直接实施临时救助，切实为群众
救急解难。

在创新医保经办服务方面，陈金甫指出，国家医
保局引导医保经办机构推进高频次服务项目“跨省
通办”，对一些慢病患者用药实行“长处方”报销，按
规定做好“互联网＋”医疗服务的医保支付。对因疫
情影响到参保人员报销的情况，按照规定进行事后
补报。此外，国家医保局加快推进跨省异地就医直
接结算，截至5月底已经惠及3479万人次，进一步减
轻群众负担。 据新华社电

医保目录调整关系着每一名参保
人。国家医保局日前印发《2022年国家基
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
录调整工作方案》及相关文件征求意见，
这意味着今年医保目录调整工作即将正
式启动。

哪些药品有望纳入医保报销？谈判
药品协议到期后如何续约？这些都能在
工作方案中找到“答案”。

更多罕见病用药更多罕见病用药、、儿童药品等有望进医保儿童药品等有望进医保

根据工作方案，目录外6类药品可以
申报参加 2022 年医保目录调整，包括
2017年1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期间，
经国家药监部门批准的新通用名药品、适
应症或功能主治发生重大变化的药品；新
冠肺炎相关治疗药品等。

与去年相比，2022年医保目录调整新
增了儿童药品、仿制药品等。其中，儿童
药品范围应在国家卫健委等部门印发的
三批鼓励研发申报儿童药品清单中，仿制
药品应在两批鼓励仿制药品目录中。

“更多儿童用药进医保，能够减轻患
者用药负担。”中华医学会儿科分会常委
邹丽萍认为，这也将对医药市场起到引导
作用，鼓励更多企业专注儿童用药研发，
为患者带来福音。

在2021年国家医保目录调整中，曾经
每针70万元用于治疗脊髓性肌萎缩症的
诺西那生钠注射液经医保谈判后，以3万

余元被纳入医保，罕见病患者用药引发更
多关注。

截至目前，国内共有 60 余种罕见病
用药获批上市，其中 40 余种进入国家医
保目录，涉及25种疾病。

工作方案明确，2022年6月30日前经
国家药监部门批准上市的罕见病治疗药
品可以申报今年的医保谈判，申报药品的
说明书适应症中要包含有《第一批罕见病
目录》所收录罕见病。

分类对谈判协议到期药品进行续约分类对谈判协议到期药品进行续约

在医保目录动态调整过程中，药品谈判
的“灵魂砍价”备受关注。医保部门与医药
企业就药品支付标准进行磋商，并根据结果
直接决定该药品是否能进医保、以什么价格
进医保。2021年，经谈判进医保的目录外独
家药品有67个，平均降价61.71％。

根据《基本医疗保险用药管理暂行办
法》，原则上谈判药品协议有效期为2年。
协议期满后，对协议期内医保基金实际支
出与谈判前企业提交的预算影响进行分析
对比，按差异程度降价，并续签协议。

《谈判药品续约规则（征求意见稿）》
提出了纳入常规目录管理、简易续约和重
新谈判三种谈判药品续约规则，并对三种
续约方式进行详细规定。

根据往年续约结果可以发现，经过谈
判续约成功的药品在价格上往往更具优
势。如2019年27个经过谈判成功续约的

药品，价格平均降幅26.4％；2020年14种
独家药品按规则进行了续约或再次谈判，
平均降价14.95％。

充分发挥医保基金的杠杆作用充分发挥医保基金的杠杆作用

国家医保局成立以来，连续4次开展
医保目录准入谈判，累计将250种药品通
过谈判新增进入目录，价格平均降幅超过
50％。通过谈判降价和医保报销，2021年
累计为患者减负约1500亿元。

在坚持动态调整医保目录的基础上，
医保目录调整也在进行更多尝试与探索。

此次工作方案首次提出，拟纳入医保
目录的非独家药品，采用竞价等方式同步
确定医保支付标准。

《非独家药品竞价规则（征求意见
稿）》提出，企业报价不能高于申报截止日
前 2 年内有效的省级最低中标价和申报
时提交的市场零售价格，并将报价与医保
支付意愿进行对比；对于通过竞价纳入医
保的非独家药品，取各企业报价中最低
者，作为该种药品支付标准。

有专家表示，这将更加充分发挥医保
基金杠杆作用，对药品使用结构和市场价
格机制产生积极影响，进一步减轻患者用
药负担。

此外，今年的工作方案明确将独家药
品的认定时间定为2022年6月30日，这将
更好实现新药审批与进医保的“无缝衔
接”，鼓励新药研发创制。 据新华社电

20222022年国家医保目录调整划重点年国家医保目录调整划重点

新华社上海6月18日电（记者有之
炘 王默玲）18日4时28分，中国石化上海

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化工部乙二醇装
置发生火情。上海市应急管理局发布最

新通报显示，已成立事故调查组。
据介绍，发生火情的区域为中石化上

海石化位于上海市金山区隆安东路的乙
二醇装置。事故发生后，相关部门立即启
动应急预案，调派 563 名消防救援人员、
113辆消防车前往现场处置。截至目前，
现场处置工作正在有序进行，对管线遗留
物质正在进行保护性燃烧，安全风险可
控。

经初步核实，目前事故造成上海石化
1 名员工手臂轻微擦伤，1 名第三方运输
车辆驾驶员死亡。

上海市及金山区生态环境部门监测
数据显示，空气质量已经基本恢复正常；
现场污水雨水管道已经封闭，周边河道未
发现水体污染。

目前，上海市应急管理局已会同相关
部门成立事故调查组，依法依规开展调
查，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据了解，乙二醇主要用于制备聚酯涤
纶，并用作染料、油墨等的溶剂和配制发
动机的抗冻剂，也可用于玻璃纸、纤维、皮
革的湿润剂等。

新华社北京6月18日电（记者林苗
苗）18日举行的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委宣
传部副部长、北京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和
建表示，北京新冠疫情每日新增病例数已
连续4天下降，并降至个位数，连续3天无
社会面新增病例。天堂超市酒吧聚集性
疫情传播链条已基本阻断，疫情形势持续
向好，进入收尾阶段。

“自6月9日以来这十天，北京经受住
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考验。”徐和建说。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刘
晓峰介绍，6 月 18 日 0 时至 15 时，北京新

增本土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1例，在房山
区，为无症状感染者，隔离观察人员。6月
9日至18日15时，北京市累计报告369例
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

“本轮聚集性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
防疫成果来之不易，要克服麻痹思想、侥
幸心理、松劲心态，持续做好风险人员和
点位的查漏补缺，严格落实各项防控措
施。”刘晓峰同时提醒。

在核酸采样志愿者服务项目方面，
中华医学会北京分会秘书处副秘书长
高燕介绍，按照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领导小组部署，中华医学会北京分

会于 5 月 24 日启动了北京市核酸采样
志愿者服务项目。自发布核酸采样志
愿者招募公告以来，社会各界踊跃参
与，截至 6 月 17 日，北京 16 个区和经开
区共报名 46247 人次，初步资格审核合
格 18005 人。

高燕介绍，依托“北京市核酸采样志
愿者服务管理信息系统”，建立了北京市
核酸采样应急储备志愿者人员库，目前已
组建队伍 104 支。16 个区和经开区采取
边审核、边培训、边考核、边上岗的方式，
实时安排志愿者参与核酸采样，截至6月
17日，已累计上岗2466人。

疫情期间，困难群众如何帮扶

北京天堂超市酒吧聚集性疫情传播链条基本阻断

上海已成立石化火灾事故调查组

新华社北京6月18日电 中国国民
党前主席连战先生近日因病住院治疗，国

台办发言人马晓光 18 日应询向媒体表
示，大陆方面十分关心连战先生的身体健

康，已向连先生致意并表达慰问，祝愿他
早日康复，平安顺遂！

国台办：

大陆方面十分关心连战先生的身体健康

66月月1818日拍摄的救援现场日拍摄的救援现场（（无人机照片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方方喆喆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