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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1 日,中铁一局新运公司施工人员
在进行铺轨作业。当日,郑阜铁路最后一对
500 米长钢轨在安徽阜阳铺设完成,标志着
郑阜铁路全线铺轨贯通。郑阜铁路连接河
南郑州与安徽阜阳,全长 267 公里,设计时速
为350 公里,预计2019 年底建成通车。

新华社新加坡 6 月
10日电 为纪念今年新加
坡开埠 200 周年,新加坡
金融管理局 10 日首次推
出 20 新元纪念钞,华侨
领袖陈嘉庚等人头像被
印在这款纪念钞上。

该纪念钞正面印有
新加坡首任总统的肖像,
背面则印有 8 位曾对新
加坡社会作出卓越贡献
的人物肖像。8人中除陈
嘉庚外,还包括被誉为新
加坡特蕾莎修女的许哲

和女教育家王惠卿两名
华人。

不少公众当天在银
行开门前一两个小时就
到包括中国银行新加坡
分行在内的 9 家银行前
排队,用等值钞票兑换20
新元纪念钞,每人一次最
多可换20张。

陈嘉庚一生热心公
益,在东南亚和中国创建
了多所学校,其中包括他
1919 年创办的新加坡华
侨中学。

陈嘉庚等人
头像印上纪念钞

委内瑞拉外交部6月9日宣布,将暂时
关闭驻加拿大的三处领事馆。

委内瑞拉外交部说,委内瑞拉驻温哥
华、多伦多和蒙特利尔的领事馆将暂时停止
服务,把所有事务交由驻渥太华大使馆处
理,以回应加拿大暂时关闭驻委大使馆的决
定。

加拿大外交部长克里斯蒂娅·弗里兰2
日声明,鉴于尼古拉斯·马杜罗领导的委内
瑞拉政府拒绝延长加拿大驻委外交人员签
证,加拿大驻委大使馆即日起暂时关闭。她
说,加方外交官的签证将在本月底到期,加
方“别无选择”,只能临时关闭大使馆。

但在委内瑞拉外交部看来,加方决定不
是出于行政需要,而是有政治目的,“反映
加方继续对委内瑞拉有敌意”。

马杜罗去年5月赢得连任,今年1月开
始第二届任期。身为国民议会主席,瓜伊多
不予承认,1月 23日自行宣布就任“临时总
统”,得到美国、加拿大、欧洲和一些拉美国
家承认。

委内瑞拉暂时关闭
驻加拿大领事馆

6月10日,国新办召开
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对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2019年重点工作任务进行
深度解读。我国将通过开
展药品目录的准入谈判,切
实降低药品价格。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副主任、国务院医改领导小
组秘书处副主任王贺胜说,
按照国家确定的顶层设计,
医改将坚持“腾笼换鸟”的
思路和“腾空间、调结构、保

衔接”的路径,以国家组织
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
为突破口,来加大药品和高
值医用耗材的改革力度,挤
掉虚高的价格水分,腾出的
空间及时用于调整医疗服
务价格,建立有利于医疗服
务理顺比价关系,优化医院
收入结构的医疗服务价格
的动态调整机制。

同时,通过完善公立医
院政府的投入政策,解除医
院改革发展的后顾之忧;推

进按病种为主的多元复合
式医保支付方式的改革,调
动医院降低成本、节约费用
的内生动力。

国家医疗保障局医药
服务管理司司长熊先军表
示,在腾空间方面,我国将
进一步扩大集中采购规模,
并开启药品准入谈判,以进
一步降低药品价格。

熊先军坦言,部分药品
价格虚高、药品费用高是造
成看病贵的重要因素。因

此,为了进一步有效降低药
品费用,17种药品纳入医保
目录。截至今年3月,全国
医疗机构和药店按照谈判
价格采购17种国家谈判的
抗癌药总量约为 628 万粒
(片/支),采购总金额达到了
22.34 亿元,与谈判前价格
相 比, 节 省 了 采 购 费 用
31.81亿元。带量采购试点
方面,集中四个直辖市和七
个较大城市公立医疗机构
部分药品用量采取集中带

量采购,实现以量换价。此
次试点采购中共有25个药
品采购成功,采购价格平均
降幅52%,试点减负增效效
应显著,预计节省药品费用
58个亿。其中,为患者节省
药品支出约23亿元。

对于下一步我国如何进
一步降低用药价格,熊先军
表示,一方面国家医保药品
目录调整工作,把更多临床
价值高、药物经济性好的药
品纳入目录;另一方面,开展

药品目录的准入谈判,通过
以市场换价的方式切实降低
药品价格,并进一步扩大国
家带量采购试点,进一步扩
大集中采购规模。

除此前已在进行降低
药价的各种举措,业内人士
表示,日前财政部开展医药
行业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工
作,也将进一步通过弄清药
价形成机制,摸底药品真实
成本,是从根本上治理药价
虚高。

我国将迎新一轮药品价格下调

6 月 10 日,安徽省合肥市引江济淮工程庐江段柯坦镇杨墩台型聚落遗址,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人员正在进行考
古发掘工作。专家考证该遗址年代为西周时期,距今已有3000 年历史。

被誉为“世纪工程”引江济淮工程也是安徽省基础设施建设一号工程。庐江段开工以来,沿线发现 17 处需要进行抢
救保护的文物点,经厦门大学等 12 所高校考古研究人员的抢救性发掘、勘探,确定年代从新石器至晚清,以新石器至商周
时期最多,学术意义重大。

6 月 6日,工信部向中
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
通、中国广电发放5G商用
牌照。我国正式进入5G商
用元年,5G 大规模商用将
开启。记者获悉,三大运营
商及中国广电正在全面推
进5G商用,包括加速5G网
络建设,成立超过百亿产业
基金加快5G产业链上下游
布局和落地应用等。此外,
5G相关资费套餐也在设计
酝酿中,5G 手机等智能终

端有望快速普及。
业内专家表示,发放

5G商用牌照意味着电信运
营商可以正式开始提供5G
的商用服务,也就意味着
5G 可以开始实现价值兑
现,因此5G网络建设、应用
服务将会大大加速。

记者从中国移动获悉,
获得 5G业务经营许可后,
中国移动将加快5G网络部
署。今年 9月底前在超过
40个城市提供5G服务,客

户“不换卡”“不换号”就可
开通5G服务,让广大客户
方便、快捷地使用5G业务。
中国联通表示,前期为 5G
商用作了充分的准备工作,
将在 40个城市建设 5G试
验网络,并推出了 5G先锋
友好体验计划。

中国电信表示,获得
5G牌照后,将继续探索和
推进5G网络共建共享,降
低网络建设和运维成本,
确保优质的网络质量和丰

富的应用服务。
而作为获得第四张5G

牌照的企业,中国广播电
视网络有限公司备受关
注。中国广电的 5G 网络
将是汇集广播电视现代通
信和物联网服务的一个高
起点、高技术的 5G 网络,
使广大的用户能够真正体
会到现代超高清电视现代
物联网带来的智慧广电服
务,甚至是社会化的智慧
城市服务。

5G时代开启 获牌企业加速布局

记者从国家卫健委获
悉,中国无偿献血人次数
保持连续20年增长。1998
年全国无偿献血人次约30
万,2018 年 达 到 近 1500
万。世界卫生组织评价中
国在无偿献血、血液质量
安全和临床用血等方面位

居全球前列。
据了解,1998年《献血

法》实施以来,中国用仅仅
20年的时间全面建立无偿
献血制度,实现临床用血全
部来自公民自愿无偿捐
献。1998年全国采血总量
不足500万单位,2018年达

到 2500 余万单位,增长超
过 4 倍。截至 2018 年底,
中国共设置血液中心 32
个,中心血站 321 个,中心
血 库 99 个, 采 血 点 3164
个,建成以血液中心、中心
血站为主体,边远县级中心
血库为补充,覆盖城乡、运

行高效的血站服务体系。
中国全面落实血液核

酸检测策略,有效缩短人
类免疫缺陷病毒(HIV)、乙
型肝炎病毒、丙型肝炎病
毒的检测“窗口期”,基本
阻断HIV等重点传染病经
输血途径传播。

中国无偿献血人次数20年连增

6 月 10 日,在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夹浦镇父子岭村
王氏精品杨梅园内,果农将采摘的杨梅整理装篮。 眼下
正是各类瓜果陆续成熟上市的时节,各地农民忙着采摘
成熟的瓜果供应市场。

6 月 10 日,在美国纽约曼哈顿,警车和应急车辆停在
事发写字楼附近的街道上。当日下午,一架直升机在纽
约曼哈顿中城一座大厦楼顶坠毁,飞行员丧生。坠机事
故发生在美国东部时间 10 日下午 1 时 45 分左右,当时纽
约正在下雨,雾气很大。一架直升机在曼哈顿第七大道
一座大厦楼顶坠毁并起火,但火势很快得到控制。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定于6月12日开启
对伊朗的访问。这意味着他将成为近41年
来首位访问伊朗的日本首相。

分析人士指出,日本进口的石油绝大部
分来自中东,一旦该地区发生军事冲突,日
本的能源供应将受到很大影响。安倍此访
主要目的之一是希望在剑拔弩张的美国与
伊朗之间充当“中间人”,促成双方对话。但
鉴于日本影响力有限且美伊之间的矛盾难
以调和,安倍要实现目标难度不小。

据日本媒体报道,伊方将在日伊首脑会
谈中委托安倍将伊朗的立场转达给特朗普,
其中最主要的诉求是要求美国政府停止对
伊朗原油的禁运,这将是实现伊朗与美国对
话的首要步骤。

目前,美伊双方在对话问题上仍存在
“温度差”。伊朗政府要求美国重新遵守伊
核协议,停止制裁并赔偿制裁给伊朗带来的
经济损失,而美国要求的是无条件对话。如
何弥合双方分歧,促成伊朗与美国在本月底
日本大阪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会议或
今年9月联合国大会期间实现首脑会晤?这
一问题将考验安倍的斡旋能力。

与此同时,也有分析人士认为,此访是
安倍在今年7月日本国会参议院选举前展
示其外交成果的又一场“政治秀”。而且,安
倍伊朗之行带来的外交风险也不容忽视。
尽管安倍在出访前分别同沙特阿拉伯王储、
阿联酋王储以及以色列总理等一些与伊朗
关系紧张国家的领导人进行了电话会谈,寻
求对方对他访问伊朗的理解,但也不能排除
相关国家心存不满,从而影响日本与这些国
家之间的关系。

安倍访问伊朗
美伊“中间人”不好当

这两天,一则“日本网
红眼药水在加拿大被禁
售”的消息在朋友圈引起
不小的波澜。网上的普遍
说 法 是,“ 这 款 名 叫
Santen FX 的眼药水存在
潜在副作用,其含有四氢
唑啉等成分,可能会对心
血管造成一定的压力”。

“副作用”“被封杀”等字眼
让网友忐忑不安:这款眼
药水还能用吗?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
喉科医院眼科主任医师龚
岚教授告诉记者,网上的
消息存在一定的偏差和误
读。这款眼药水被禁,是
因为在加拿大卫生行政部
门没有注册,销售属于不
合法,并不是因为有人用
了之后产生了严重的毒副

作用。与这款眼药水一同
被下架的还有其他几类产
品。

据悉,这款眼药水在
日本属于非处方药,药品
店、超市都可以买到,所
以从安全角度来说还是
比较高的。龚岚说,很多
年轻人熬夜后眼睛容易
产生红血丝,这款眼药水
中含有的唑啉类药物可
即时收缩血管,清凉的感
觉 让 人 舒 服 。 理论上来
说,唑啉类药物有可能从
泪道通过鼻粘膜吸收到全
身,假如是高血压患者,有
升高血压的潜在危险。“不
过,任何药品,抛开剂量谈
影响,都是不科学的。”龚
岚认为,只是偶尔使用,缓
解视疲劳,且严格按照说

明书上限定的次数,对身
体是不会造成太大影响
的。

但是,龚岚特别强调,
一般在健康情况下,不需
要也不适合长期使用眼药
水。如果对这类眼药水产
生了依赖,每天大量使用、
过度使用,长此以往是会
影响眼球血管弹性的,同
时还会使结膜血管调节能
力进一步恶化,甚至导致
角膜受损。“临床也遇到过
这样的患者,眼睛本来就
有干眼等症状,没有好好
接受治疗,却依赖各种眼
药水,结果导致病情加重,
甚至看东西都不清楚。”

现在,很多年轻人学
习或工作中,眼睛累了就
滴一滴眼药水,让干涩的

眼睛焕发活力。龚岚指
出,应当重视及科学认识
眼 药 水 中 的 防 腐 剂 成
分。大部分眼药水中有
防腐剂,如果是短期使用
的话,并不会引起太大问
题,但长期使用会对角膜
产生毒性,引起角膜受损。

现在,干眼症在中老
年群体和用眼过度的青年
群体中比较高发,在干眼
症的治疗中,补充人工泪
液是最基本的治疗,但患
者不宜自行选择眼药水,
而应该接受详细检查,并
根据不同情况接受精准治
疗。龚岚提醒市民,如果
眼睛不适,一定要到专业
医生处就诊,不要盲目寄
希望于各类非处方眼药
水。

日本网红眼药水加拿大禁售
听听眼科专家怎么说

新华社突尼斯6月9
日电 的黎波里消息:联合
国儿童基金会(儿基会)驻
利比亚办事处9日发表声
明说,4 月初开始在利比
亚首都的黎波里南部爆发
的武装冲突已造成当地至
少12万名学生被迫停课。

声明说,由于战事持
续,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
出于安全考虑要求受战事
波及地区的学校停课,约
12 万名学生受到影响。
此外,的黎波里其他地区
的学校也大幅压缩教学计
划,不少家庭因担心孩子
的安全也不让他们上学。

声明说,儿基会将与
利比亚教育部门合作,通
过各种方式向当地学生提
供帮助。

利比亚“国民军”4月

4日起对的黎波里发起军
事行动,与控制该市的利
比亚民族团结政府军队交
战。据世界卫生组织驻利
比亚办事处发布的数字,
双方交战以来已有600多
人死亡、3000 多人受伤,
战事还造成6万多人逃离
家园。

2011 年卡扎菲政权
被推翻后,利比亚局势陷
入动荡。目前两大势力割
据对峙,许多地区处于无
政府状态。利比亚民族团
结政府与支持它的武装力
量控制西部部分地区;国
民代表大会则在东部城市
图卜鲁格另建政府,与哈
夫塔尔领导的“国民军”
联盟,控制东部和中部地
区、南部主要城市及部分
西部城市。

利比亚首都战事
造成12万名学生停课

当地时间 6 月 9 日,英国伦敦,2019 年“市
长杯热气球赛船会”在泰晤士河畔的巴特
希公园一带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