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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屋
整装

微晶墙体 集成吊顶 健康环保

地址：国盛义乌城北大门向西50米
电话：13506280716 国内国际·广告

房屋招租
老通掘公路中远大厦十一层有450平方米房屋招租，适

合办公、培训、商务等。另有墙外广告位320平方米对外招
租。 电话：13506286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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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公告 中标结果公告

下列项目经批准实施，所需资金已落实，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进行公开
招标。详细内容见南通市通州区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ggzyjy.nantong.gov.cn/）。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招标文件规定，下列项目招标工作已经结束，中标人已确定，现将中
标结果公告如下：详细内容见南通市通州区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ggzyjy.nantong.gov.c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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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公告 中标结果公告
下列项目经批准实施，所需资金已落实，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进行公开

招标。详细内容见南通市通州区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ggzyjy.nantong.gov.cn/）。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招标文件规定，下列项目招标工作已经结束，中标人已确定，现将中
标结果公告如下：详细内容见南通市通州区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ggzyjy.nantong.gov.cn/ ）。

1.项目名称：南通市通州区 2020年
度学校讲义、试卷用纸采购项目，预算金
额：约136万元。

2.项目名称：南通市通州区“十四
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思路研究与规划
编制，预算金额：约65万元。

1.项目名称：南通云游堂殡葬综合体绿化、
寄存楼及服务区项目设计，中标单位：江苏省建
筑园林设计院有限公司，中标价：3088000元。

2.项目名称：通州干线公路路面及桥梁维修
项目，中标单位：南通市江海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中标价：617047.97元。
3.项目名称：南通市通州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办公大楼物业管理，中标单位：南通润达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中标价：126900元。

12月9日08:00-13:30 10kV
东金线 包家桥村57845台区

12月9日08:30-12:30 10kV
锋北线 新建特阔漂整、大杨纺
织制衣、南通僖瑞印染、南通天邦
纺织等用户

12月9日09:00-14:30 10kV
花园线 十 六 里 墩 村 58766、
58357台区

12月9日07:30-16:30 10kV
圣马线、10kV滨五线 天后宫村
52434、52435、52438 台片、路灯
变、洪田科技、华腾光学、瑞友康
电子、蛟龙重工、金港环保、液化
气站、腾云锻压、中汇重工、华润
燃气、北岸纺织等用户

12月10日 07:30-16:00
10kV床单线、10kV张桥线 张芝
山居委会 51658、10112、51046、
51049、 58066、 51117、 11206、

51047、 15047、 51105、 12082、
11550、张 芝 山 小 区 58093、
58081、58082、58083、58080、安置
区 4#、樊轶辉、鹏瑞纺织、节节
高、飞达床上用品厂、星湖家居用
品、美标钢绳、红牡丹玻璃、苏通
钢绳、永明卧室用品加工厂、科技
钢绳、金水湾实业、锡通园区消防
站、路灯管理所、昇鑫等用户

12月10日 07:30-11:30
10kV中雁线、10kV于家坝线
柏树墩村 10903、55760、17071、
十总居 11006、11819、55884、十
总 镇 区 55763、55762、55764、
10905、 55766、 55761、 55767、
55897、 55769、 55771、 55773、
55770、 55772、 10904、 15340、
55768、55765、双 墩 村 55887、
55886、 10456、 11817、 55774、
55775、55776、10758、11818、新雁

村 11262、15337、路灯变、宇神钢
缆、紫升科技自来水厂、威宝玩具、
吉合包装、威龙建材、东源电器、十
总医院、旭日东时装、南通东洋服
饰、银河水泵、南通阿斯通电器、电
信、万金钢绳、精华电器、慧凡彩源
光电仪器、加油站、自来水厂、丰成
机械、韩亚时装等用户

12月11日 08:00-13:3010kV
东翔线 东翔花苑、兴飞花苑、电
信、红仪绣花等用户

12月11日 08:30-14:0010kV
姜西线 望海台村51521

12月11日 09:00-14:3010kV
姜西线 朝东圩村51503

12月11日 08:00-12:0010kV
南洲线 银 洋 河 村 51088、5173、
51096、宝利根南通精密模具等用户

12月11日 08:00-13:3010kV
新坝线 坝西村11380台片

12月12日 07:30-11:3010kV
海中线、10kV新风线 三 圩 头 村
58309、58316、先 锋 公 配 58709、
11658、58744、58340、58345、永安村
58713、58379、58792、58794、58347、
58383、周 圩 村 58973、58965、
58366、58918、58314、58368、58367、
11921、58369、11254、58966、11339、
58967、11341、秦 家 埭 村 58756、
58359、58757、16003、11344、58759、
58360、58329、11832、花园村 8752
变、周圩小区、青青花苑、罗福宫小
区、名人府邸、路灯变、工地临时用
电、陈永明、文峰超市、鹏源色织厂、
中大纺织、博赢特阔织造、富龙色
织、全枝纺织、地铁基建、昆仑空调
制冷、三丰服饰、御丰塑钢包装、源
丰、伊得莱、张勇、平玉纺织、天梦纺
织、云松线带、天南、金缘海绵、富
锋、南平电子、通茂电子、圣达印刷、

建成纺织、苏苑常青、海亮食品加工
厂、金鹏、景弘海绵、历秼服饰、鼎蔓
色织、天顺工贸、张秀祥、滕泰体育、
腾鼎体育、三杰、成鹏色织、鑫辉拉
链、大友纺织、鼎鑫装饰、南通新大
和线带、奔驰拉链、锦林色织厂、康
欧之星等用户

12月12日 08:00-13:3010kV
姜灶线 姜南村11874

12月13日 07:30-11:3010kV
黄 金 线 黄 金 村 18061、57940、
57943、11453、路灯变、布伦特加油
站等用户

12月13日 08:00-13:3010kV
黄金线 何家桥村10239台区

12月13日 08:00-13:3010kV
金泰线 望海台村51525

12月13日 09:00-15:3010kV
志北线、10kV志南线 志 浩 村
51420台区、晚美家纺、华为、简约

之恋、年华纺织、简佳纺织、梦飞纺
织、多多亿纺织、嘉雨丝纺织、富瑞
特纺织用品、家宝集团财富中心、朱
锦官等用户

12月14日 08:30-17:0010kV
永达线 平 东 村 52866、52807、
15251、52819、52827、52817、52818、
52869、52861、55130、52870、52864、
56630、11137、52843、52814、52845、
52842、52844、52857台片、景辉花
苑、恒东花苑、平东村部、南通二建
临时变、城市轨道交通、海通城市发
展、中铁十四局、中铁十二局、中铁
建工、中业路桥、吉尔达船舶、平潮
中学、永丰房地产开发、华崎、平潮
自来水厂、鼎航建材、嘉诚机械、尧
盛钢结构、成世重工、国赛建材、通
州第三储运装卸等用户

停电公告

据日媒报道，12月 2日，日
本政府召开东京电力公司福岛
第一核电站反应堆报废及核污
水对策小组会议，正式确定将力
争在2031年取出该核电站内剩
下的全部燃料碎片。

据报道，此次会议展示了报
废进度表“中长期路线图”的修
订方案，方案确定，日本政府将
于 2021年内从该核电站 2号机
组开展燃料碎片取出作业，并力
争到2031年，将福岛第一核电站
1至6号所有机组乏燃料池中剩
下的共4741根燃料棒全部搬出。

据介绍，这是该路线图的第
5次修改，设定乏燃料池中燃料
棒全部搬出的完成时间尚属首
次。但此前故障等导致作业中

断和推迟的情况频发，能否顺利
取出燃料碎片还是未知数。

日本共同社分析称，乏燃料
将释放出强辐射，如果不持续冷
却，可能会导致温度升高并熔
化。目前乏燃料棒沉在各机组
反应堆厂房内的池中，搬出后的
燃料棒将被转移至厂区内的共
用池进行保管，但最终放置地点
尚未确定。

目前，事故发生时正在定期
检查的 4号机组的燃料碎片取
出作业已经结束，发生堆芯熔化
的 3号机组的搬出作业也已于
2019年 4月开始，1、2号机组的
燃料碎片搬出作业均力争在
2023年左右开始。

（来源：央视网）

近日，国家医保局、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印发《关于将 2019年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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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类范
围的通知》，正式公布谈判药品准入
结果。新版药品目录有何亮点、何
时落地？对患者有何实际影响？有
关部门负责人和业内专家对此进行
了解读。

●绝大多数是近年来上
市的新药

本次谈判共涉及150个药品，包
括119个新增谈判药品和31个续约
谈判药品。新增谈判药品谈成 70
个，价格平均下降 60.7%；其中三种
丙肝治疗用药降幅平均在 85%以
上，肿瘤、糖尿病等治疗用药的降幅
平均在65%左右。续约药品谈成27
个，价格平均下降26.4%。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
长熊先军介绍，此次谈判成功的药
品多为近年来新上市且具有较高临
床价值的药品，涉及癌症、罕见病、
风湿免疫、心脑血管、消化等10余个
临床治疗领域。重点领域的 5个基
本药物全部谈判成功，22个抗癌药、
7个罕见病用药、14个慢性病（含糖
尿病、乙肝、风湿性关节炎等）用药、
4个儿童用药谈判成功，进一步优化
目录结构。

这次谈判成功的药品有很多是
2018年新上市的。比如进入医保的

唯一PD—1类肿瘤免疫治疗药信迪
利单抗注射液，该药是国家重大科
技专项——“重大新药创制”的成
果，去年 12月才获批上市。作为一
种临床效果较好的免疫类肿瘤用
药，该药进入医保将帮助更多患者
用上免疫治疗药物。

在去年18个肿瘤治疗药物的医
保准入谈判中，用于骨髓纤维化疾
病治疗的药物磷酸芦可替尼成为唯
一没有谈判成功的药物。在今年谈
判中，该药物给出全球最低价，成功
进入医保目录。该公司有关负责人
介绍，创新药物的医保目录准入周
期大幅缩短，进一步增强了企业研
发创新药物的信心。

此外，肺癌、直肠癌、乳腺癌等
有了更多靶向和化疗药选择，波生
坦、麦格司他等药品的谈判成功，使
肺动脉高压、C型尼曼匹克病等罕见
病患者摆脱目录内无药可治的困
境，糖尿病、乙肝、类风湿性关节炎、
耐多药结核、慢性阻塞性肺炎等患
者也有了更多优质新药可供选择。

●患者个人自付比例可
降至原来20%以下

此次谈判以量换价推动药费大
幅下降，多个全球知名的名贵药开
出了优惠价，多数进口药品给出全
球最低价。据初步估算，新增的 70
个药品如按50%的实际报销比例计
算，患者个人自付比例将降至原来

的 20%以下，个别药品的自付比例
将降至原来的 5%。续约药品患者
个人自付比例也将同步下降。

新型能口服的丙肝治疗药物此
次也经谈判进入医保。中国科学院
院士、国家感染病临床研究中心主
任王福生介绍，该药物临床治愈率
达近 100%，但费用较高，一个疗程
费用在 3万～7万元。“通过国家医
保谈判，拿到了全球少见的低价，解
决了原来药品价格高的问题，同时
国家承担大部分费用，解决我国近
千万患者承担不起医疗费用的问
题，大大减轻了患者的经济负担。”

谈判组成员、福建省药械联合
采购中心负责人林崧介绍，对6个丙
肝用药引入竞争性谈判的方式。“与
以往不同，这种谈判方式需要对企
业申报的数据做出准确的分析判
断，还要换算比对数据，做出结果判
定。”通过竞争性谈判，企业报价大
幅下降，达到了预期目标。

国家医保局还引入价格保密的
做法，对部分药品的成交价格承诺
官方不对社会公开。“明年目录落地
后，广大群众会有切身感受。”熊先
军说。

●新版医保目录将于明
年1月1日起实施

通知要求，谈判准入药品与常
规准入药品拟于 2020年 1月 1日起
同步实施。谈判成功的药品将采用

全国统一的支付标准。支付标准包
括了基金和参保人员共同支付的全
部费用，基金和参保人员分担比例
由各统筹地区确定。协议有效期截
至2021年12月31日，有效期满后按
照医保有关规定调整支付标准。

有效期内，如有同通用名药物
（仿制药）上市，医保部门将根据
仿制药价格水平调整该药品的支付
标准，也可将该通用名纳入集中采
购范围。如出现国家重大政策调整
或药品市场实际价格明显低于现行
支付标准的，国家医保局将与企业
协商重新制定支付标准并另行通
知。

此次谈判中有 4个续约药品未
谈判成功，是否会对患者用药造成
影响？熊先军说，不会对患者用药
的延续性和可及性造成影响，目录
内基本都有类似或疗效更好的药物
可供替代。“对短期内仍确需使用原
药品的患者，从制度上考虑给予较
短的过渡期，确保患者始终有药可
用。”

我国医保目录采用动态调整机
制，因此对于尚未纳入目录或本次
谈判不成功未能准入的品种，符合
条件的将有机会再次纳入谈判范
围。对目录内不符合条件的药品，
也将按程序评审后调出目录。相关
政策文件正在制定中，争取早日实
现目录每年动态调整。

（来源：央视网）

日前，交通运输部等六部门联合出台
了《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办法》（以
下简称《办法》），将于2020年1月1日正式
实施。

我国是危险品的生产和使用大国，截
至2018年底，全国共有危险货物道路运输
企业 1.23万家，车辆 37.3万辆，从业人员
160万人，每天有近300万吨的危险物品运
输在路上，危险品道路运输量占危险品运
输总量的 70%。近年来，我国危险货物道
路运输行业管理不断规范、发展形势持续
向好，但仍存在非法托运、违规运输、运输
车辆违规挂靠等一些漏洞和问题。

出台《办法》，旨在有效预防危险货物
道路运输事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办法》着力强化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全
链条安全管理，重点解决行业存在的八方
面问题，分别为：强化运输源头安全管理、
强化装货环节安全管理、强化运输过程安

全管理、强化运输装备安全管理、强化从
业人员教育培训、统一车辆通行管理政
策、实施小件危险品豁免管理、强化多部
门协同监管等。

《办法》针对生产、经营企业充装环节
把关不严纵容违规运输问题，建立了装货
查验制度，装货人要做到“五必查”（车辆
是否具有有效行驶证和营运证；驾驶人、
押运人员是否具有有效资质证件；运输车
辆等是否在检验合格有效期内；所装载的
危险货物是否与运单载明的相一致；所充
装的危险货物是否在罐式车辆罐体的适
装介质列表范围内等），对不符合要求的
不得充装或者装载。对运输企业对所属
车辆“挂而不管”“以包代管”等问题，明确
规定禁止危险货物运输车辆挂靠经营，建
立危险货物运单制度，明确运输企业在发
车例检、安全告知及车辆动态监控等方面
的义务。 （来源：新华网）

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12月
1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11
月，韩国出口额连续第 12个月
下降，且降幅远超预期，凸显全
球经济仍未到达拐点。

据报道，11月，韩国的出口
额(通关标准)为 441亿美元，同
比减少 14.3%，月出口额同比降
幅在 2019年 6月(-13.8%)之后，
连续 6个月保持在两位数。另
外，11月韩国进口额减少 13%，
为407.3亿美元。

韩国的出口额在去年12月
之后持续下降，创下2015年1月
至2016年7月连续19个月下降
以来的最长下降曲线。预计韩
国 2019 年全年的出口额将在
2016年(-5.9%)之后，时隔三年
再次出现负增长，并有可能在

2009年(-13.9%)以后时隔十年
再次出现两位数降幅。

韩国产业部分析称，出现这
一情况，主要是因为国内外经济
环境依然充满不确定性，加上大
型海洋设备平台交付计划被取
消、工作日减少等因素的综合影
响。半导体和石油化学行业等
韩国的主力出口产品依然表现
疲软。11月韩国半导体出口额
同比减少 30.8%，石油化学 (-
19.0%)、石油产品(-11.9%)和造
船(-62.1%)等的出口额也大幅
减少。

韩媒报道称，11月韩国对
日出口减少 10.9%，进口减少
18.5%。产业部表示，日本政府
强化出口限制措施带来的影响
非常有限。 （来源：央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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