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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窗
●3 月 14 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

会议主席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三次会议。
●最高检： 去年起诉销售伪劣商品犯

罪 9 千余件 1 万 5 千余人。
●医保报销少跑腿， 我国累计实现跨

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 170 万人次。
●美研究称吸电子烟可增加心脏病、

抑郁症风险， 美药管局拟进一步严控青少
年使用电子烟。

●马来西亚因化学废料污染停课学校
增至 111 所。

教育部将开展调研

治理校园APP乱象
3 月 14 日，记者从教育部获悉，教育部

近日印发的《2019 年教育信息化和网络安全
工作要点》提出，将全面规范校园 APP 的管理
和使用，开展校园 APP 专项调研，摸清底数,
并与网信部门开展联合行动， 治理校园 APP
乱象。

教育部印发的这份文件明确， 将研究制
定规范校园 APP 管理的意见， 规范第三方校
园 APP 的引入和自主开发校园 APP 的建设，
探索建立规范校园 APP 管理的长效机制，促
进移动互联网有序健康发展。

根据这份文件，教育部将开展 2019 年度
全国网络学习空间应用普及活动， 依托国家
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 组织师生开通
实名制网络学习空间， 数量新增 1000 万个，
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
范围内遴选出 40 个网络学习空间应用优秀
区域和 200 所优秀学校进行展示推广， 推动
逐步实现“一人一空间、 人人用空间”。 ②5

（据新华社）

风行中国

3 月 14 日，国务院新
闻办公室发表《2018 年美
国的人权纪录》《2018 年
美国侵犯人权事记》，对
美国侵犯人权的状况进
行揭露。

人权纪录分为导言、
公民权利屡遭践踏、 金钱
政治大行其道、 贫富分化
日益严重、 种族歧视变本
加厉、儿童安全令人担忧、
性别歧视触目惊心、 移民
悲剧不断上演、 单边主义
不得人心， 全文约 1.2 万
字。 美国侵犯人权事记全
文 1 万余字。

人权纪录说， 当地时
间 3 月 13 日，美国国务院
发布《2018 年国别人权报
告》，继续对世界上 190 多
个国家的人权状况指手画
脚、抹黑污蔑，而对自身存
在的严重人权问题却置若
罔闻、视而不见。如果人们
对 2018 年美国的人权状
况稍加检视便不难发现，
自诩为“人权卫士”的美
国政府，其人权纪录依然
是劣迹斑斑、 乏善可陈，

其奉行的人权双重标准
昭然若揭。

人权纪录指出，2018
年美国共发生涉枪案件
57103 件， 导致 14717 人
死亡、28172 人受伤，其中
未成年人死伤 3502 人。
2018 年美国发生 94 起校
园枪击案， 共有 163 人伤
亡， 是有记录以来校园枪
击案数量最多、 伤亡最重
的一年。

根据人权纪录， 美国
沦为贫富分化最严重的西
方国家。 美国 1%的最富有
人群拥有全国 38.6%的财
富， 而普通民众的财富总
量和收入水平持续下降。
近半美国家庭生活拮据，
1850 万人生活在极端贫困
中。 非洲裔的贫困率是白
人的 2.5 倍，失业率长期维
持在白人的 2倍左右。

人权纪录指出， 美国
移民政策致使骨肉分离。
美国政府 2018 年 4 月开
始实施“零容忍”政策，导
致至少 2000 名移民儿童
被迫与家人分离。 边境执

法人员虐待、 性侵未成年
移民案件数量惊人增长。

人权纪录称， 美国网
络监控司空见惯。 美国政
府的“棱镜”项目 24 小时
运行， 未经授权恣意对公
民的电子邮件、 脸谱网消
息、 谷歌聊天、Skype 网络
通话等进行监听监控。

人权纪录强调， 美国
悍然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
会。《大西洋月刊》网站的
报道文章分析认为， 美国
此举最阴险的意图是为了
防止自身受到侵犯人权的
指控。

【相关链接】
外交部： 敦促美方停

止利用人权问题干涉中国
内政

针对美国务院“2018
年度国别人权报告” 涉华
部分再次指责中国人权状
况，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 3
月 14 日表示，中方对此坚
决反对， 敦促美方摘下有
色眼镜， 客观公正看待中
国人权状况， 停止干涉中
国内政。

陆慷在当日例行记者
会上说， 美方报告涉华部
分和往年一样， 充满意识
形态偏见，罔顾事实，混淆
是非， 对中国进行种种无
端指责。 中方对此坚决反
对， 并已向美方提出严正
交涉。

他说， 中国政府高度
重视保护和促进人权。“新
中国成立以来， 特别是改
革开放 40 多年来，中国人
权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
中国人民对此最有发言
权， 国际社会也是有目共
睹的。 中国人民将继续沿
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坚定前行， 不断取得新的
发展成就。 ”

“我们敦促美方摘下
有色眼镜， 摒弃冷战思维
和意识形态偏见， 客观公
正看待中国人权状况，停
止利用人权问题干涉中国
内政。 我们也奉劝美方好
好反省自己国内的人权问
题， 先把自己的事情办
好。 ”陆慷说。 ②5

（据新华社）

新一轮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启动

将优先调入抗癌药等药品
3 月 14 日， 国家医保

局发布《2019 年国家医保
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征
求意见稿）》，将根据基金支
付能力适当扩大目录范围，
优化药品结构，进一步提升
基本医保药品保障水平，缓
解用药难用药贵问题。

本次调整以国家药监
局批准上市的药品信息为
基础，由专家按程序科学规
范评审确定，并广泛听取各

方面意见建议。目录调整将
充分发挥西药和中医药各
自优势，统筹考虑西药和中
成药数量结构和增幅。

根据征求意见稿，调
入的西药和中成药应当是
2018 年 12 月 31 日（含）
以前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
局注册上市的药品。 优先
考虑国家基本药物、 癌症
及罕见病等重大疾病治疗
用药、慢性病用药、儿童用

药、急救抢救用药等。
根据药品治疗领域、

药理作用、 功能主治等进
行分类， 组织专家按类别
评审。 对同类药品按照药
物经济学原则进行比较，
优先选择有充分证据证明
其临床必需、安全有效、价
格合理的品种。

此次目录调整还将同
步调整完善药品目录凡
例、使用管理办法，规范药

品名称剂型， 适当调整药
品甲乙类别、 目录分类结
构等内容。 在甲乙类别调
整过程中， 优先考虑基本
药物。

征求意见稿提出，将于
2019 年 6 月印发新版药品
目录，并公布拟谈判药品名
单，8 月将谈判成功的药品
纳入药品目录，同步明确管
理和落实要求。 ②5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