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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源岵同志逝世

本报讯 中国共产党党员、 离休干
部、原安徽合肥江淮客车制造厂党委书
记谷源岵同志，因病于 2021 年 2 月 27
日在合肥逝世，享年 91 岁。

谷源岵同志，1931 年 6 月出生，山
东威海人。 1946 年 2 月参加工作，1948
年 7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华野三乡

三营担架团文化教员、中共怀远县委会
秘书、安徽省交通厅内河局航道科副科
长、安徽省交通厅航道工程处副处长、
安徽省交通厅办公室副主任、 安徽省
交通厅党委办公室主任、 交通部汽车
总公司第四分公司经理兼书记、 合肥
客车修配厂厂长兼书记、 合肥客车厂
党委书记。 1991 年 11 月离休，享受厅
局级待遇。

谷源岵同志遗体已于 3 月 1 日上
午在合肥殡仪馆火化。

今年中考方案公布
本报讯 （记者 陈婉婉）3 月 1 日，省

教育厅发布《关于做好 2021 年初中学业
水平考试工作的通知》。 根据该通知，体
育不再设必考项目， 由考生从原必考项
目和各地确定的选考项目中自主选择 2
个项目，总分值 60 分不变。

通知指出，语文、数学、外语、物理、
化学实行纸笔闭卷考试， 语文考试允许
使用正版学生字典；道德与法治、历史实
行纸笔开卷考试， 允许携带教科书等相

关资料。 生物学、 地理实行纸笔闭卷考
试。各学科考试均不允许使用计算器。音
乐、 美术可采取过程性与终结性考查相
结合的方式。体育与健康学科、实验操作
和信息技术考试工作分别按照《2021 年
初中学业水平体育与健康学科考试工作
方案 》《2021 年初中学业水平实验操作
考试工作方案 》和 《2021 年初中学业水
平信息技术学科考试工作方案》 有关要
求执行。

其中，语文、物理、化学、数学、道德
与法治 、历史 、外语等九年级中考科目
考试在 6 月 14 日至 16 日分别举行；生
物、 地理等八年级中考科目在 6 月 17
日举行。

应届毕业生由就读学校组织集体
报名 ，历届生或同等学力者在各市 、县
（市、区）规定的报名点报名。 在我省的
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根据本人意
愿 ， 可在流入地就读学校报名参加考

试 ，也可回户籍所在地报名参加考试 。
在外省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的我省户
籍学生 ， 可自愿回户籍所在地报名参
加考试。

值得注意的是， 今年中考体育不再
设必考项目， 而是由考生从原必考项目
和各地确定的选考项目中自主选择 2 个
项目。 每个项目的分值各 30 分，总分值
60 分。 各单项测试时以 0 分为起点，不
得设最低分。

■ 新华社记者 刘军喜 文/图

春节过后，趁着还未开工的这段时间，安徽省阜
阳市阜南县朱寨镇五井村村民常胜和妻子朱成珍常
带着四胞胎子女在村里的小广场上玩耍、在屋后的田
野里嬉戏。 看着 4 个孩子健康快乐地成长，常胜夫妻
脸上写满了幸福。

这个如今让村里人羡慕的 6 口家庭，几年前的日
子却过得很艰难。

2013 年 10 月， 朱成珍在合肥产下龙凤四胞胎。
夫妻俩还没来得及享受初为人父母的喜悦，现实就给
了他们狠狠一击。 由于早产，出生时最重的孩子才 2
斤 3 两，最轻的仅 1 斤 7 两，被医院诊断为脑发育迟
缓。 “当时感觉天都要塌了，实在太难了”，接下来的几
年，为了给四胞胎治疗，常胜和妻子带着孩子辗转合
肥、上海等地，无暇打工、失去了收入来源。

在要孩子之前，常胜夫妻俩常年在外务工，日子
虽然不富裕，每年也能攒下不少钱。四胞胎出生后，医
疗费、康复费，再加上孩子们的奶粉、尿不湿等花费，
花光了夫妻俩所有积蓄，还欠下了不少债务。不久，常
胜家被确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随着脱贫攻坚工作的持续深入，常胜一家陆续享
受到当地的健康脱贫、教育脱贫、产业脱贫等脱贫政
策。 在当地政府和社会爱心人士的接力帮助下，夫妻
俩挺过了最困难的几年。 孩子们慢慢长大，身体状况

不断好转，常胜开始外出务工挣钱，妻子朱成珍则一
直在家照顾 4 个孩子。

2020 年 9 月，四胞胎一起上了镇上的小学，朱成
珍每天骑着电动三轮车接送孩子。 为了增加收入，朱
成珍还插空做起了计件工，从工厂里领回原料，趁孩
子们不在家的时候， 加工一些零件， 每个月大概有

2000 元的收入。
2019 年 12 月， 常胜家里多了一张 “脱贫光荣证

书”，四胞胎一家光荣退出了贫困户行列。 如今，四胞
胎健康成长，享受着属于他们的快乐童年。对于未来，
常胜说：“看着孩子们健健康康，我们就知足了。 相信
生活会越来越好，脱贫了还要奔小康！ ”

2月 23日，常胜夫妻带着四胞胎在田野里玩耍。

我省将建设省级老年医疗中心

本报讯（记者 朱琳琳）记者日前从省
卫健委获悉，为进一步完善省、市、县、乡
镇（社区）、村（街道）五级老年人医疗网
络， 我省将推动建设省级老年医疗中心
（老年医院），履行全省老年医疗技术指导
和质量控制职责；同时，在市级建设区域
性老年医疗中心及其分中心、县级建设老
年医学科，形成完备的老年医疗网络。

据介绍，建设区域老年医疗中心是完
善老年医疗服务体系重要一环。有影响力
的三级综合医院在其老年医学专科基础
上建立区域的老年医疗中心，围绕老年医
学诊疗、康复、教学、科研、公共服务、行业
指导等功能，开展老年相关疾病、疑难危
重症的诊断、治疗与护理，以及老年医学
教学与研究、 老年医疗卫生从业人员培
训、保健与健康教育等业务；面向区域内
老年医院、康复医院、安宁疗护机构、护理
院及社区医院，示范、推广适宜有效的诊
疗技术，开展老年医学人才教学培养。

近年来，我省将老年医疗体系构建作
为医改和推进“健康安徽”建设的重要内
容。 2017年，我省成立安徽省老年医学质
量控制中心，对全省医疗机构的老年医学
医疗服务质量进行监督。 此外，我省老年
医学教育和人才培养起步较早，2000年经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我国第一个老年
医学博士点在安徽医科大学成立。

省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
续推进老年医疗机构建设，发挥中医药特
色诊疗作用，探索建立老年医疗服务新模
式，落实老年人绿色通道等医疗服务优待
政策， 加强老年人医疗服务体系建设，到
2022年，二级及以上综合医院（中医医院）
设置老年科比例达 50%以上，中医医院治
未病科室设置比例达到 90%，所有养老机
构能够以不同形式为入住老年人提供医
疗卫生服务，80%以上的综合性医院、康复
医院、护理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成为老
年友善医疗卫生机构。

新版医保药品目录落地

全覆盖新冠肺炎药品
■ 新华社记者 彭韵佳

最新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于 3 月 1
日正式启用。 经过调整后的医保药品目
录，纳入 119 种药品，调出 29 种药品。

清退“僵尸药”、新增抗癌药、覆盖新
冠肺炎治疗相关药品、 新纳入药品平均
降价 50.64%……最新版医保药品目录
再次体现“保基本”的功能定位，推动实
现医保、企业、患者“三方共赢”。

新冠肺炎用药全部纳入医保

与往年相比， 本次医保药品目录调
整看点之一是谈判降价调入的药品数量
最多、惠及的治疗领域最广泛。

新增 119 种药品。 这些药品共涉及
31 个临床组别，包括慢阻肺用药、红斑
狼疮用药、抗抑郁症用药等，占所有临床
组别的 86%， 患者受益面非常广泛，其
获得感更加强烈。

新增新冠肺炎治疗相关药品。 最新
版国家新冠肺炎治疗方案所列药品已全
部纳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 如利巴韦林
注射液、 阿比多尔颗粒等药品均调入目
录，用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新增 17 种抗癌药。本次目录调整新
增了 17 种抗癌药，其中包括 PD-1、仑伐
替尼等新药、好药。目录内癌症用药的保
障水平再次提升。

调出 29 种药品。这些“被清退”药品
主要是临床价值不高且可替代， 或者被
药监部门撤销文号成为“僵尸药”等。 在
论证与评审中， 专家们将可替代性作为
一项重要指标， 被调出的药品在目录内
均有疗效相当或者更好的药物可供替
代。 这些药品的调出，将为更多新药、好
药纳入目录腾出空间。

新药“入群”。 为了满足患者对新上
市药品的需求，2020 年 8 月 17 日前上市
的药品均被纳入本次目录调整的范围，
其中有 16 种新上市的药品被调入目录。

可以看出， 这次医保药品目录调整
纳入性价比高的药品、 调出临床价值不
高的药品、 全覆盖治疗新冠肺炎相关药
品，其重点依旧放在“保基本”，提高患者
用药的可及性。

新纳入药品平均降价50.64%
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谈判

成功的 119 种药品， 平均降价 50.64%。
从患者负担情况看， 通过谈判降价和医

保报销，预计 2021 年可累计为患者减负
约 280 亿元。

本次目录调整首次对目录内的 “老
品种” 进行降价谈判。 评审专家经过论
证，将价格或费用明显偏高的 14 种目录
内药品纳入谈判范围， 这些药品单药的
年销售金额均超过 10 亿元。 经过谈判，
14 种药品均谈判成功并保留在目录内，
平均降价 43.46%。

与新准入目录的药品相比，一些“老
品种”出现了价格“倒挂”现象，对“老品
种”进行再谈判，有利于提高药品经济性
与公平性，也能够切实减轻患者负担，提
升医保资金的使用效益。

针对 2020 年底协议到期的目录内
抗癌药品，国家医保局对 14 种独家药品
按规则进行续约或再次谈判， 平均降幅
为 14.95%，其中个别一线抗癌药降幅超
过 60%。 经测算，14 种抗癌药降价，预计
2021 年可为癌症患者节省 30 余亿元。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熊
先军说， 在医保基金安全总体可控的前
提下，医保基金支出没有明显增加，参保
患者的药品支出明显节省， 医保药品保
障能力和水平得到提升。

多地医保药品目录调整

参照最新版医保药品目录， 全国多
地陆续发出与 2020 新版国家药品目录
落地执行相关的文件， 以及地方增补药
品目录的相关通知。

如北京医保药品目录已经将新增的
119 种药品全部纳入。 并对门诊特殊疾
病的药品报销品种进行调整完善， 将许
多新增药品纳入门诊特殊疾病报销，例
如将新增药品“西尼莫德”和“芬戈莫德”
纳入“多发性硬化”门诊特殊疾病药品报
销范围等。 此外，还将“泽布替尼”等 19
种其他新增药品纳入北京市恶性肿瘤等
门诊特殊疾病药品报销范围。

除了对谈判药品和高值药品实行统
一分类管理， 四川省还将德谷门冬双胰
岛素等 12 个谈判药品纳入省城乡居民
糖尿病门诊用药范围。

随着新版医保药品目录的落地，国
家医保局还将指导定点医疗机构形成联
动， 及时优化升级机构配备、 使用的药
品，提升临床用药水平，并指导各地通过
完善门诊保障政策、 开通医保定点药店
通道、合理调整总额控制等方式，推动新
版目录内药品落地。

2 月 25 日，在铜陵化工集团新桥矿业公司职工礼堂内，铜陵市中心血站医护人
员分批次对该公司的 103名员工进行采血。 该公司以实际行动支持公益事业，展现
了工矿企业员工甘于奉献、乐于助人的品德。 本报通讯员 潘伟 朱常林 摄

爱心接力捐献“熊猫血”
■ 本报记者 罗宝

本报通讯员 刘清清

往返 500 公里路程，驱车 8 个多小
时，300 毫升 Rh 阴性血……这一连串数
字的背后是一段紧急献血的感人故事。

来自宿松的余先生在省立医院被
诊断出肝癌，急需手术，就在术前检查
时， 医生发现他的血型竟是罕见的 Rh
阴性 O 型血，即俗称的“熊猫血”，因缺
乏 Rh 阴性血，手术不能进行，病情持续
恶化。

就在病人一筹莫展之际，天长市的
爱心人士冯天云看到病人家属发布的
求助信息， 在向病人家属了解情况后，
立即在当地寻找“熊猫血”。 经过多方联
系，终于找到了与病人相同血型的 2 名

志愿者。
在冯天云的组织下，2 月 23 日下午

3 点， 天长市爱心志愿者们来到了合肥
市中心血站。 志愿者陈传仁经过采血检
验，其血型与病人的血型匹配，并且符合
献血要求，当即献血 300 毫升。陈传仁是
一名工程师，有过献血救援的经历。他告
诉记者，既然天生拥有这种稀有的“熊猫
血”，就应该为更多需要的人送去希望。

患者余先生手术所需 1000 毫升
Rh 阴性血， 继天长志愿者献出 300 毫
升后，来自上海、江苏等地的志愿者也
纷纷伸出援手。 截至 2 月 27 日，医院
血库备血量已有 700 毫升 Rh 阴性血，
当备血量满足手术要求时， 医生将为
病人进行手术。 一场因“熊猫血”引发
的爱心接力仍在持续中……

·百姓故事

中国福利彩票“3D”玩法（第 2021050期）

中奖号码 1 9 3

奖等 安徽中奖注数 每注金额（元）

单选 441 1040
组选三 1369 173

安徽投注总额：1497926 元

福彩开奖公告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玩法（第2021022期）

中奖号码

奖等 全国中奖注数 安徽中奖注数 每注金额（元）

一等奖 0 0 0
二等奖 10 0 17046
三等奖 134 6 2544
四等奖 424 5 200
五等奖 5105 166 50
六等奖 8364 267 10
七等奖 59370 1933 5

全国投注总额：4949300 元，安徽投注总额：156158 元

奖等 六省市中奖注数 安徽中奖注数 每注金额（元）

特别奖 0 0 0

一等奖 41 11 4321

二等奖 4083 785 10

中国福利彩票“15选 5”玩法（第 2021050期）

中奖号码 03 04 05 09 13

六省市投注总额：518982 元，安徽投注总额：102096 元，奖池奖金：103020 元 七省市投注总额：584638 元，安徽投注总额：58758 元，奖池奖金：95873641 元

中国福利彩票“东方 6+1”玩法（第2021022期）

基本号码 生肖码

4 2 1 1 0 5 猪

奖等 六省市中奖注数 安徽中奖注数 每注金额（元）

一等奖 0 0 0
二等奖 0 0 0
三等奖 7 1 10000
四等奖 140 4 500
五等奖 1015 81 50
六等奖 16264 1457 5

中奖号码
基本号码 特别码

07 08 12 13 19 20 30 11

四胞胎家庭脱贫记

矿工踊跃献血

2 月 27 日，安徽歙县易时代国旅引来新春第一批研学团队，徽州民歌非遗传承
人凌志远（中）在徽城镇府衙广场给学生传唱乡村民歌。 研学团队在这里可以学唱
黄梅戏、徽州民歌，体验非遗项目徽州剪纸、徽派搭建，聆听陶行知故事，诵读《陶子
颂》，制作非遗项目徽墨、歙砚。 本报记者 潘成 本报通讯员 吴建平 摄

荒山上建起“绿色银行”
■ 本报通讯员 夏忠羽

本报记者 张敬波

近日，记者驱车行驶在郎溪县凌笪
乡王桥村村道上，两旁榉树、朴树、香樟
连片成林，一派生机盎然。

“以前，我们全村只有一条 2 公里
长的水泥路，村前村后都是荒山，现在贫
困村的帽子摘掉了，水泥路通到家家户
户，荒山建起了‘绿色银行’，村民越来越
富裕。 ”村党总支书记黄文武感慨地说。

王桥村处在典型的丘陵地区，田少
地多，2014 年以前，村集体经济收入为

零。 2014 年，王桥村被列为贫困村。 村
“两委”干部感觉压力巨大，如何壮大村
集体经济，带领村民共同致富，成了村
“两委”的头等大事。 “当时我们考虑荒
山比较多，决定开发荒山，开展林业多
种经营。 ”黄文武说。

村“两委”干部听说水栀子的果实
可做药材，经济价值高，发展前景好，便
到浙江、 江西等地考察。 2015 年 2 月，
村里利用扶贫项目资金， 流转 95 亩荒
地种植水栀子，当年收益 3 万元。

2016 年， 村里牵手当地香缘药业
种植家庭农场，利用扶贫项目资金共建

产业扶贫基地，当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达
到 8 万元，还为 6 位贫困群众提供就业
岗位，每户年增收 2.5 万元左右。

绿色经济带来了好效益 ，2017 年
王桥村脱贫出列，村“两委”干部干劲更
足。 2018 年春，他们与当地旺鑫苗木种
植专业合作社合作， 发展苗木 200 余
亩，当年收益 3.68 万元。

“发展苗木产业，能提高村集体经
济收入，带动周边农户共同致富。 ”该村
村委会主任黄燕说，在村集体的带动和
引导下， 村民陆续栽种 800 余亩苗木，
全村水栀子种植面积发展到 500 余亩。

在石头山村民组的一片榉树林
里，村民周长根正在给榉树系上丝带。
“系丝带的都准备出售 ， 这批共有 80
多棵，能卖 6 万多元。 再过两年，我这
150 亩苗木大都可以出售。 ”周长根高
兴地说。

经过几年努力，王桥村发生了天翻
地覆的变化， 村村通道路升级为户户
通，电网改造、安全饮水、电信网络实现
全覆盖； 村集体经济收入从 2015 年的
3 万元，提升到 2020 年的 30 余万元，村
里 94 户贫困户在 2020 年底前全部高
标准脱贫。 2020 年，该村还获得“安徽
省森林村庄”称号。

“今年，我们准备通过整合项目，争
取资金再扩建 150 亩苗木基地，从而持
久发挥项目的造血功能，带动村民共同
致富。 ”黄文武告诉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