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值班 18955179501（日夜 ） 编辑部传真 65179872（日夜 ） 集团办公室 65179014 编委办公室 65179030 总编办公室 65179021 新媒体中心 65179029（邮箱：ahrb2012@sina.cn) 审读考评办公室 65179144
政治新闻中心 65179190 经济新闻中心 65179250 文化新闻中心 65179166 出版部 65179189 视觉新闻中心 65179191（邮箱：shyb@vip.163.com) 理论部 65179251（邮箱：ahrbllb@163.com) 评论部 65179148
来稿编辑部 65179228（邮箱 ：lgbjb@ahrb.com.cn) 记者部 65179232 群工部 65179258 信息技术中心 6５１７９２６５ 广告中心 6５１７９３16 安徽报业发行公司 ６５１７９５６７ 印务中心 65333661 新闻研究所 6５１７９178

零售价：1．50元
新安传媒有限公司印务公司承印
昨日开印 3∶15印完 6∶00

本报地址
合肥市潜山路 １４６９ 号
邮政编码： ２３００７１

电

话

缅甸解除该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职务
新华社仰光 2 月 27 日电（记者 张

东强 车宏亮） 据缅甸国家电视台 27 日
晚报道， 缅甸外交部当天宣布解除该国
常驻联合国代表觉莫吞的职务。

报道说，觉莫吞 26 日在联合国大会
非正式会议上，代表去年 11 月缅甸联邦
议会选举后产生的全国民主联盟（民盟）
政府发言。 缅甸外交部以觉莫吞不服从
国家命令和指示等为由， 根据现行法律
解除其职务。

缅甸去年 11 月举行联邦议会选举，
民盟获半数以上联邦议会席位。 缅甸军
方与民盟围绕大选结果产生分歧， 军方
认为大选存在舞弊行为， 要求选举委员
会展开调查， 并推迟召开新一届联邦议
会会议。今年 2 月 1 日凌晨，缅甸总统温
敏、 国务资政昂山素季及民盟部分高级
官员被军方扣押。 缅甸军方随后宣布实
施为期一年的紧急状态， 国家权力被移
交给国防军总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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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人均GDP连续两年超1万美元
去年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比重预计超过17%

新华社北京 2 月 28 日电 （记者
陈炜伟 邹多为） 国家统计局 28 日发
布的 202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
计公报显示， 预计全年人均国内生产
总值 72447 元，比上年增长 2%。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盛来运介
绍 ， 我国经济总量突破 100 万亿元
大关 ，人均 GDP 连续两年超过 1 万
美元 。按年平均汇率折算 ，2020 年我

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预计
超过 17%。

公报还显示， 全年新登记市场主
体 2502 万户， 日均新登记企业 2.2 万
户，年末市场主体总数达 1.4 亿户。

在科技方面，公报显示，全年研究
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 24426 亿
元，比上年增长 10.3%，与国内生产总
值之比为 2.4%。

全国手机上网人数达 9.86亿人
新华社北京2月28日电 （记者 陈

炜伟 邹多为）国家统计局28日发布的
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显示， 年末互联网上网人数9.89亿人，
其中手机上网人数9.86亿人。

数据显示，2020 年全年移动互联
网用户接入流量 1656 亿 GB， 比上年
增长 35.7%。 此外，全年完成快递业务
量 833.6 亿件。

公报还显示，全年全国各类棚户区

改造开工 209万套，基本建成 203万套。
在居民收入和消费方面， 公报显

示，2020 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中位数为 27540 元，增长 3.8%。按常住
地分，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
数 40378 元，增长 2.9%；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中位数 15204 元 ， 增长
5.7%。此外，全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
出 21210 元，比上年下降 1.6%，扣除价
格因素，实际下降 4%。

每年 2月的最后一天是“国际罕见病日”。 数据显示，我国有 2000多万罕
见病患者，每年新增患者超 20万———

携手同心，让更多罕见病患者“不孤单”
每年 2 月的最后一天是 “国际罕见

病日”。数据显示，我国有 2000 多万罕见
病患者，每年新增患者超 20 万，罕见病
其实并不罕见。 误诊率高、确诊难、可用
药少、 用不起药……一道道无形的高墙
将他们围困。

为了让这个群体更多被看见、 被关
爱，全社会还需要做哪些努力？在这个特
别的日子， 让我们听听临床一线的医生
和有关专家怎么说。

让更多罕见病患者“被看见”
“有慢性腹泻吗？”“来月经正常吗？”

“胰酶的用量是多少？ ”25 日中午，在北
京协和医院疑难病会诊中心，来自儿科、
消化内科、物理医学康复科等 20 多个科
室的“大咖”轮番向患者小赵提问。

18 岁的小赵正值花季，却已遭受咳
嗽、咳痰和发热折磨长达 13 年。 她的病
曾被北京协和医院鉴别诊断为囊性纤维
化，虽经治疗好转，但近来又有所加重。
为此，医院组织了这场多学科会诊，从影
像学、 基因学、 康复医学等角度进行研
判，并给出治疗建议。

囊性纤维化已被列入五部门印发的
第一批罕见病目录。 建立全国罕见病诊
疗协作网、发布罕见病诊疗指南、开展罕
见病注册登记……自 2018 年以来，关爱
罕见病患者的政策脚步不断加快， 帮助
更多罕见病患者“走到聚光灯下”。

截至目前， 中国国家罕见病注册系
统上已注册罕见病 166 种、 注册病例超
过 6 万例。 注册病种数量已超过第一批
罕见病目录的 121 种。

同时， 随着全国罕见病诊疗协作网

建立， 多学科会诊在解决罕见病诊断难
题方面的作用愈加凸显。

“初诊医院如果怀疑患者患有某种
罕见病但无法确诊， 可以将患者转诊至
协作网的国家级牵头医院北京协和医
院， 通过多学科会诊明确诊断并形成治
疗意见。 ”平均一年参加 7 至 8 次罕见病
多学科会诊， 北京协和医院骨科主任仉
建国深有感触，“患者只需要来一次，不
用反复在异地或医院科室间奔波。 ”

建立罕见病病种特异性临床数据
库、按病种成立学组、开展线上培训分享
病例和最新诊断及治疗方案……系列举
措为我国罕见病科学研究打下基础，罕
见病诊疗能力正在不断提升。

诊断要再快一点、再准一些
“十三五”期间，通过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精准医学研究”和“生殖健康及重
大出生缺陷”重点专项，支持开展罕见病
临床队列等研究， 我国罕见病筛查、干
预、治疗的技术水平进一步提高。 不过，
临床一线的医生认为， 罕见病的诊断仍
不够准、不够快。

研究显示 ，80%以上的罕见病由遗
传因素导致，50%在出生或儿童期发病。
一旦配偶双方存在基因缺陷， 下一代就
有可能患罕见病； 即使父母双方基因正
常， 下一代也有可能由于自身的基因问
题而患罕见病。

“罕见病多与基因相关，它的诊断大
部分依赖基因测序的结果。 ”仉建国告诉
记者， 由于不少医院的基因测序技术尤
其是分析技术还不成熟， 检测结果的可
靠性有待提高； 一些第三方基因检测中

心不具备相应资质， 也可能影响到诊断
的准确性。此外，由于基因检测成规模才
能降低成本， 检测结果等待时间也往往
较长。

“因此，通过建立权威的基因检测中
心来提高罕见病诊断效率和准确性十分
必要。 ”仉建国说。

北京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副主任张
文告诉记者，随着基因检测手段增强，单
基因相关的罕见病较以前更容易被确
诊， 因此近年来此类疾病确诊数量有明
显上升。然而，对于那些多因素致病或病
因不明、临床表现复杂、且需要特殊检测
方法方能确诊的罕见病， 提高其诊断水
平则需要提高不同专业科室临床医生的
认识水平。

她举例说，IgG4 相关性疾病为免疫
系统的罕见病， 疾病可累及几乎全身任
何器官和系统，临床表现多种多样，起病
症状也各不相同。 此类疾病的患者往往
首诊于症状最突出的某个受累器官相应
的科室。 “如果该专科临床医生缺乏经
验，就可能漏诊或误诊。 ”

张文认为，有必要在医学研究生、继
续教育等阶段普及罕见病诊疗知识，提
高整个医学界对各种罕见病的认识水
平。 同时，基层医疗机构要增强罕见病
诊治意识， 并为患者开通绿色通道、及
时转诊。

多方、多系统、多层面保障用药
经过近两年调整， 将于 3 月 1 日实

施的新医保目录已纳入数十种罕见病药
物，给患者带去生的希望。 然而，与病种
总数相比，纳入的药品数量仍然有限。部

分特别昂贵的特殊罕见病用药， 由于超
出医保基金和患者承受能力等原因尚未
被纳入。

北京医学会罕见病分会主任委员、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教授丁洁说， 罕见病
患者往往需终身用药， 保障用药单靠患
者自身和媒体宣传远远不够， 需要政策
引导。

丁洁曾提出“1+4”模式：“1”指罕见
病药品尽可能进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
“4”意味着多方、多系统、多层面，是指由
慈善基金、专项救助、商业保险及患者个
人多方支付分担药费。

在北京大学药学院药事管理与临床
药学系教授史录文看来， 如果在国家医
药信息和登记系统中发现罕见病患者，
以某种罕见病患者整体为单位去购买药
品，可以降低企业寻找患者的成本，同时
降低药价。

史录文建议，建立政府引导、多方参
与、第三方独立运行的公开平台，供医患
查找罕见病信息资料、诊疗机构等。他认
为，应夯实罕见病信息数据基础，逐步将
更多药品纳入医保目录， 临床可诊可治
病种的、 已上市的和公众认知度高的罕
见病药物应优先纳入医保目录。

一线临床医生反映，有些罕见病治
疗药物是国内外专家共识或指南推荐
用药 ，也并不昂贵 ，却因为药物说明书
所列适应症不包括该罕见病，而无法进
入医保药品目录。 “这部分药品说明书
急需将可治疗的罕见病纳入适应症范
围，同时简化适应症更改程序，比如，有
诊疗指南或专家证明为依据即可更
改。 ”丁洁建议。

除了降药价，“最后一公里” 问题也
至关重要。丁洁说，有些纳入医保目录有
所降价的罕见病用药仍然昂贵， 冲击医
院绩效，导致医院进货积极性不高，患者
买不到药。此类现象急需政策引导，使罕
见病用药不占医院绩效， 同时建立患者
申请用药的绿色通道， 并鼓励有资质的
药店为患者提供罕见病用药。
新华社记者 田晓航 沐铁城 温竞华

（新华社北京 2 月 28 日电）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
接种中国新冠疫苗
新华社布达佩斯 2 月 28 日电（记者 袁

亮）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 2 月 28 日通过社交
媒体宣布，他当天在首都布达佩斯接种了中
国国药集团生产的新冠疫苗。

“接种啦！ ”欧尔班在其社交媒体账号上
说。 这行文字下面配有 3张照片，一张是他接
种的画面，第二张是医生展示中国国药集团新
冠疫苗，另一张显示完成此次接种的注射室。

欧尔班此前对媒体说，他对中国新冠疫
苗很有信心，最信任中国疫苗。

匈牙利迄今批准并采购了 5款新冠疫苗，
其中包括中国国药集团疫苗、俄罗斯“卫星 V”
疫苗、美国辉瑞制药公司与德国生物新技术公
司合作研发的疫苗等。中国出口匈牙利的首批
新冠疫苗于 2月 16日运抵布达佩斯。

匈牙利自 2020 年 12 月底开始新冠疫
苗接种， 优先接种人群包括医务工作者、老
年人以及福利院居住人员和工作人员等。 据
匈牙利新冠疫情防控中心公布的数据，截至
当地时间 2 月 28 日 8 时， 匈牙利有 677682
人完成第一剂新冠疫苗接种， 其中 249499
人完成两剂接种。

中国主导研发新型可编程光量子芯片
新华社华盛顿2月27日电（记者 谭晶

晶）中国科研人员主导的国际团队26日在
美国《科学进展》期刊上发表论文说，他们
研发出一款新型可编程光量子计算芯片，
实现多种图论问题的量子算法求解，有望
应用在数据搜索、模式识别等领域。

国防科技大学、军事科学院、中山大
学、 北京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等中国科
研机构的研究人员与多国科研人员合
作，采用硅基集成光学技术，设计并研发
出这款新型可编程光量子计算芯片，能
够实现多粒子量子漫步的完全可编程动
态模拟。

论文第一作者及通讯作者、军事科学

院国防科技创新研究院研究员强晓刚表
示，该芯片首次实现了对量子漫步演化时
间、哈密顿量、粒子全同性及交换特性等
要素的完全可编程调控，从而支持实现多
种基于量子漫步模型的量子算法应用。

据论文共同通讯作者、 中山大学教
授蔡鑫伦介绍， 光量子芯片技术采用微
纳加工工艺在单个芯片上集成大量光量
子器件， 是实现光量子计算机大规模应
用的有效途径。论文共同通讯作者、国防
科技大学研究员吴俊杰表示， 随着芯片
规模及光量子数目的增加， 该芯片的计
算能力将快速增长， 但实现真正实用化
的量子计算仍需克服一系列技术挑战。

最高检表示

检察办案存在重大过错的须严肃追责

新华社北京 2月 28日电 最高人民
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在 27 日召开的全国
检察机关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暨检察
队伍教育整顿动员部署会上表示， 要进
一步明晰检察委员会、检察长、检察官办
案职责和检察长、 部门负责人的监督管
理职责，完善办案组织之间、办案团队内
部制约机制。 失职渎职、违法办案，存在
法定重大过错的，必须严肃追责、问责。

张军指出， 要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

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 对群众反映
强烈的公款吃喝等歪风陋习必须从严整
治， 紧盯基层反映强烈的形式主义老问
题和新表现。 要把执行“三个规定”情况
作为重要参考，不如实登记，一律追责；
违规办案，一律从严追责。检察机关在教
育整顿中特别要解决好不会、不愿、不敢
监督问题， 加大查办司法人员相关职务
犯罪力度， 为教育整顿提供有力的检察
履职支撑。

2 月 28 日，载有气象卫星“北极-M”的俄“联盟-2.1b”运载火箭从哈萨克斯坦境
内的拜科努尔发射场升空。 俄罗斯 28 日成功发射“北极”水文气象和气候监测系统
的首颗气象卫星“北极-M”，其使命是监测北极地区气候和环境。 新华社发

俄发射“北极”监测系统首颗气象卫星

以防长认为伊朗制造以货船爆炸事件
据新华社微特稿（杜鹃）以色列国防

部长本尼·甘茨 2 月 27 日说， 依据他的
初步分析， 伊朗应该为一艘以色列籍货
船在阿曼湾爆炸承担责任。

以色列籍货船 “埃利奥斯·雷伊”号
从沙特阿拉伯东部达曼港起航， 前往新
加坡，2 月 25 日晚在阿曼湾爆炸。 爆炸
致使船体出现两个洞， 但货船仍能安全
行驶，船员平安。

甘茨告诉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记
者，“伊朗正在寻求袭击以色列基础设施
和公民”，事发时货船所处位置相对靠近
伊朗，他因而作出上述判断。

他承认，“这只是初步分析， 有待更
深入调查”。

以色列第 13频道电视台援引一些以
色列国防部官员的话报道，伊朗海军“精
确袭击”这艘货船，从而避免人员伤亡。

2 月 28 日，泰国总理巴育（前左）在位于曼谷的泰国卫生部的班拉那拉杜拉传染病研究所主持首批疫苗接种仪
式。 泰国 2 月 28 日开始为医护人员等高风险人群接种中国科兴新冠疫苗，包括副总理兼公共卫生部长阿努廷在内的
5 名内阁成员当天在曼谷率先接种疫苗。 新华社发

泰国开始接种中国新冠疫苗

苏宁易购引入国有战略投资

仍聚焦零售主业
据新华社南京 2 月 28 日电 （记者

潘晔 王恒志）28 日晚间， 于 2 月 25 日
起临时停牌的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002024.sz）发布关于股票复牌的提示
性公告：公司股票将于 2021 年 3 月 1 日
开市起复牌， 公司同时宣布引入深国际
控股（深圳）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深国
际”）和深圳市鲲鹏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鲲鹏资本”）两家国有战略
投资方。

据悉，待交易完成后，深国际将持有
苏宁易购 8%的股份， 鲲鹏资本持股比
例为 15%。 苏宁易购原控股股东、 实际
控制人张近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苏宁控股
集团持股比例为 16.38%，苏宁电器集团
持股比例为 5.45%。

苏宁易购此次引进的两家战略投资
方， 背后实际控制人均为深圳市国资委。
企查查数据显示：深国际是深圳国际控股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国际”）全资子
公司，深圳国际的控股股东深圳市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为深圳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局的全资附属企业；鲲鹏资本则是一家以
股权投资管理为主业的企业，为深圳市属
国有全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人。

苏宁易购有关负责人表示， 引进战
略投资有利于公司进一步聚焦零售服务
业务，夯实全场景零售核心能力，提高公
司资产及业务的运营效率和盈利能力，
符合公司未来战略发展方向， 能够推动
企业长期战略的实施落地， 打造国际一
流的现代流通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