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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种药品平均降价53%

第三批国家药品集中
采购中选结果在陕执行

甲钴胺片（0.5mg × 100 片）从
141.05元降至 15.04元、注射用阿扎
胞苷（100mg）从 870 元降至 346 元、
依托考昔片（60mg×5片）从 30元降
至8.98元……11月25日0时，陕西省
人民医院对已在使用的第三批国家

组织药品集中
采购中选药品
进行调价，一些
患者享受到药
品降价的实惠。

当日起，第

三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中选
结果在我省全面落地执行。 55
个品种、75 个品规的中选药品平
均降价 53%，最高降幅达到 93%，
涵盖肿瘤、消化、内分泌等学科
常用药。

笔者从省医疗保障局了解到，
全省公立医疗机构全部执行此次中
选结果，还有 70家医保定点社会办
医疗机构、50家医保定点零售药店
自愿参与。

执行中选结果，是否意味着普

通群众当日就可以购买到降价后
的药品？

笔者走访西安市一些医疗机构
和零售药店发现，一些药品已经可以
购买，一些药品尚在途中。

陕西省人民医院总药师左燕说：
“11月 25日已有 8个品种按照中选
价格进入医院药房，患者当日就用上
了降价后的部分品种，其余品种陆续
购进。”陕西上药大药房工作人员表
示，该药房销售的中选药品中有 11
种已经进行了调价，前来购药的顾客

当日就能享受到低价。
也有一些医疗机构表示，目前正

在签订三方协议，采购的中选药品预
计下周配送到位。

据了解，随着第三批国家组织药
品集中采购工作落地，我省已累计落
实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中选药品
112个品种，数量再创新高。作为国
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工
作首批 11个试点城市之一，西安市
已为群众节省医药费用3.5亿元。

（孟珂 陆晟 王静宜）

许多注重锻炼的人，一年四季健身不断。但受环
境和身体等因素的影响，冬季健身与其它三季明显不
同，切莫一概而论。以下冬季锻炼的误区应避免。

与其他季节保持一样的运动量

冬季锻炼应量力而行，且持续时间不宜过长。
运动量应由小到大，逐渐增加，尤其是跑步。必须有
一段时间小跑，待肌体适应后再加大运动量。

夏季跑鞋也适用于冬季锻炼

夏季跑鞋绝对不适合冬季。冬季跑鞋最重要的
是确保鞋底花纹密实紧致，因为脚下的不全是沥青，
更有冰雪。冬季跑鞋的鞋底应更耐磨，鞋底花纹更
粗糙，且材料要比夏季跑鞋更保暖。此外，使用鞋靴
防水剂除了能防止滑倒以外还可以更保暖。

锻炼时穿越多越好

如果穿得过厚，密不透风，皮肤得不到呼吸，出
汗增加，这样可能导致感冒。冬季选择更轻薄透气
的衣服去锻炼，这不仅利于健康，也方便锻炼。

不做准备活动直接开始锻炼

冬季从室内到室外，温度骤然降低，会使皮肤

和肌肉立刻收缩。若马上开始锻炼，有可能造成
肌肉拉伤或关节损伤。冬季运动前后都应做 10分
钟左右的热身、拉伸运动。

锻炼时用口呼吸

运动时最好通过鼻子呼吸。因为鼻黏膜内有丰
富的血管和较多的分泌腺，当冷空气通过鼻腔后，可
起到保温、保湿的作用。从而避免寒冷、干燥或伴有
微尘和致病的微生物吸入肺中。

运动期间不需要喝水

天气干燥，同时运动中人体水分也会流失，因此
应及时补水。建议运动前两小时喝水 300-500毫
升；运动中则采用少量多次方法补水，每15-20分钟
补液120-250毫升。

临时起意突击锻炼

这样做很不好，不仅没有达到锻炼的目的，
反而对心肺、关节等造成
损 伤 。 因 此 ，应该掌握
锻 炼 的 强 度 与 频 率 ，要
逐 渐 增 加 强 度 ，有 规 律
地 科 学 安 排 ，不要突击
锻炼。 （杜畅）

冬季锻炼莫盲目 这些误区要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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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很多人认为，摔
倒后，只要能站起来走路就没事。
专家提醒，发生摔倒后不要马上强
行站起，应先缓慢活动四肢，确定
伤势不重再起身，谨防无移位嵌插
型骨折情况发生。

哈尔滨市红十字中心医院骨
外科主任唐校光介绍，进入冬季，
尤其是雨雪后路面湿滑，骨科门
诊患者有所增加，主要受伤部位
是腕关节、髋关节周围组织及关
节本身拉伤，严重者还出现颈椎、
腰椎的骨折性压迫。容易发生摔
伤的人群主要有 4类，即老人、孩
子、穿高跟鞋的女性和骑车的
人。其中，老年人骨质较为疏松，
发生骨折的概率高于年轻人。

“如果发生骨折，站起来试走，
会导致骨折更严重。”唐校光说，由
于骨折两个断端在外力作用下紧
紧“咬合”，虽然可以行走，但十几

分钟到半个小时后，会产生剧烈的疼痛。
唐校光说，摔伤后不要自行用活血药物

或热敷，以免加重肿胀，应冰敷或用止痛
药。此外，不要揉捏骨折部位，这样不仅会
加重骨折，还可能导致骨折断端刺破血管
和神经，应用书本、围巾等固定好骨折部
位，或立即到附近医院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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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

《建议》提出：“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
内需体系，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
合起来，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这是在我
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的新形势下，依托国内市场优势，
保持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发展、行稳致远的需要，也是满足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期待的需要，同时也是面向未来的战略抉择。

第一，从此种战略抉择的必要性看，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变化。
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发展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条件，但发
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面临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
题相互交织带来的困难和挑战，加上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我
国经济运行面临较大压力。同时，我们还面对世界经济深度衰
退、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国际交往受
限、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一些国家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盛行、
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等不利局面，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不稳定性不
确定性明显增加，自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形成的市场和资源“两头
在外”的产业链供应链受到严重影响。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
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我国要在一个更加不稳
定不确定的世界中谋求“十四五”时期和今后更长时期发展，就
需要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作出新的战略抉择。

第二，从此种战略抉择的支撑可能性看，大国经济的优势就
是内部可循环。我国有 14亿人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1万
美元，有 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这是全球最有潜力的超大规模消
费市场；同时，我国发展正处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
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阶段，投资需求潜力巨大。消费和投资需求
能够形成超大规模内需市场。我国经济潜力足、韧性强、回旋空
间大、政策工具多的基本特点没有变。我国还具有全球最完整、
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和强大的生产能力、完善的配套能力，是全
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 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
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的国家，制造业规模巨大且品类齐全，
22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我国还拥有1亿多市场主体和
1.7亿多受过高等教育或具有各类专业技能的人才。因此，基于国
内超大规模市场和内需潜力的优势，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把
我国经济最大潜力释放出来，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链
供应链，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
新发展格局，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我
们拥有充分的主动权，而且是完全有条件的。这是我们经过长期
累积培育形成的大国经济的最大优势和潜力，也是我国经济能够
从容应对风险挑战的最大底气。

第三，从此种战略抉择的实现路径看，加快培育完整的内需
体系，涉及国内各类需求构成的全领域、多层次的综合体系。这
既包括需求也包括供给，既包括消费需求也包括投资需求，还包
括优化各种资源配置和促进要素流动的一系列改革举措。按照
《建议》就此提出的一系列大思路、大举措，主要的实现路径有4
个方面。一是充分发挥我国经济体量大、产业门类齐全、消费市
场潜力足等优势，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完善制度和治理体系、提升创新能力
为驱动，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及其他各方面创新；通过新型举国体
制全面解决重大“卡脖子”技术和产品问题；加快推进数字经
济、智能制造、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更多
新的增长点、增长极，以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的需求。二是
畅通国内大循环，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
加快构建以内需为主的国民经济循环，完善内需主导、内生增长
发展模式。三是全面促进消费和拓展投资空间。消费是最终需
求，是培育完整内需体系的重要基础，要通过顺应居民消费升级
趋势，补足消费短板，激发消费潜力，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
础性作用。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具有关键作用，要通过拓展投资
空间，优化投资结构，保持投资合理增长，实施和推进一批强基
础、增功能、利长远的重大项目建设，加快补短板、强优势，形
成高质量内需供给体系。四是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加快完善
安全发展体制机制，维护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安全可控，增
强应对外部风险的免疫力。

本报讯（记者 薛生贵）11月
24日 4时 30分，长征五号运载火
箭将重达 8.2吨的嫦娥五号探测
器精准送入地月转移轨道。航天
四院为此次任务的火箭系统提供
了正推火箭、消氢点火装置、碳密
封环等产品，为嫦娥五号探测器提
供了表采机械臂关节电机组件、电
磁推力器组件和特种压力传感器，
确保了发射任务圆满成功。

值得关注的是，本次发射的
嫦娥五号探测器将在软着陆后，

通过铲取、钻取两种方式采集月
球表面土壤并返回。航天四院研
制的表取采样关节用电机组件为
首次“挖土”这一关键步骤的实现
提供了技术支持，4台电机组件分
别安装在着陆器机械臂关节内，
为“挖土铲”提供灵活动力。该型
号电机组件首次攻克了静磁力矩
作为制动力矩使用、永磁材料高
低温性能变化应用等技术，为我
国首次月面采样返回提供了必不
可少的动力。

航天四院：全力护航嫦娥五号探月之旅

本报讯（记者 薛生贵）11月
24日凌晨，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
场成功发射嫦娥五号探测器。作
为我国航天测控网的主干力量，
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及其所属各测
控站点相继实施接力测控。

据介绍，此次任务探测器组
成部分多、姿态变化频繁、信息传
递关系复杂，切换时间十分紧凑，
任务要求之高前所未有。为此，

各参试测控站点技术人员提前开
展了大量软硬件技术状态验证、
性能指标测试和风险分析，为保
障任务成功做了充足准备。

据悉，在后续全任务阶段中，
深空测控网将持续接收、记录探
测器遥测/数传数据，实施测轨和
上行遥控及干涉测量原始数据的
采集记录与传输，为嫦娥五号提
供强大测控支持。

西安卫测中心:为嫦娥五号提供测控支持

近日，陕西工运学院第
二党支部与陕西职工国际旅
行社党支部前往渭华起义纪

念馆，开展主题党日活动，激
励大家积极投身到今后的工
作中。 李亚楠 摄

11月24日，在西安环城公园中山门
段，西安城墙管委会的工作人员用银杏
落叶摆出“同心同行 全民全运”的造型，

为市民游客提供一处初冬的别致景色，
让大家感受西安城墙与时俱进的文化创
新精神。 杜成轩 摄

本报讯 为更好服务市民乘客，西安地铁即
将推出新功能，自 11月 30日起，凡使用西安地
铁扫码乘车或线上购买纪念册、刷脸乘车，均可
在90日内开具电子发票。

使用西安地铁APP、支付宝、微信和银联云
闪付平台扫码乘车，以及通过西安地铁APP购
买西安地铁纪念册的乘客，可通过西安地铁
APP开具电子发票。开具流程为：打开更新至
最新版的西安地铁APP-点击底部“我的”“我的

发票”-选择“出行服务订单”-选择订单记录，
去开票-填写开票信息，确认提交-
开票成功。

使用智惠行APP平台刷脸乘车
的乘客，可通过智惠行APP开具电子
发票。开具流程为：打开智慧行
APP-进入“乘车”页面-点击“我的行
程”按钮-页面右上角点击“开发票”，
按流程提示开具即可。

西安地铁：自11月30日起乘车可开具电子发票

据央视新闻 11月 25日，中国疾控中心消
毒学首席专家、环境所消毒与感染控制中心主
任张流波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
表示，目前未发现因直接食用冷链食品引起的
感染新冠病毒的情况。

关于食品消毒后是不是能够直接食用的问
题。张流波表示：首先，消毒是针对食品包装表

面，所以主要是预防在流通环节可能面临的接
触感染的风险。其次，目前并没有发现因为直
接食用这些冷链食品引起的感染新冠病毒的情
况。最后，消毒是把病毒灭活，灭活以后核酸可
能仍然存在，所以做核酸检测时仍然有可能结
果呈阳性，所以碰到消毒后的核酸阳性不要过
度紧张，因为消毒并不能破坏核酸。

中国疾控中心：目前无因直接食用冷链食品引起的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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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张敏 周上诗）近
日，汉中市出台《进一步鼓励
和吸引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
的十五条政策措施》，以就业
需求为导向、政策激励为核
心、创业发展为引领、优化服
务为保障，努力打造高校毕业
生就业创业的热土。

汉中市将全面落实和促
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行动，
通过鼓励应征入伍、支持企业
吸纳就业、实施专项招聘，引
导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通

过落实奖补政策，支持高校毕
业生自主创业，高校毕业生在
汉中创业可申请最高 20万元
的创业贷款、100万元的合伙
创业担保贷款。

同时，汉中市将扩大就
业见习规模，每年开发 4000
个以上见习岗位，吸纳高校
毕业生和 16 岁至 24 岁失业
青年见习。另外，该市还从
就业补贴、安居保障等方面
激励高校毕业生到汉中就
业创业。

汉中十五条措施支持毕业生就业创业

本报讯（张建成）11月 24
日，陕西省爱卫办发出通知，
要求全省各地深入组织开展
冬春季爱国卫生运动，全面助
力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

突出重点，持续开展环境
卫生整治活动。围绕仓储物
流、农贸市场、海鲜市场及购
物超市等重点部位，全面执行
进口冷链食品及其他进口食
品检测和预防性消毒。着眼
疫情，积极开展健康科普宣传
教育。推广文明健康生活方

式，引导人民群众养成戴口
罩、勤洗手、分餐公筷等良好
习惯。综合施策，加强病媒生
物防制力度。以防控流行性
出血热、鼠疫等传染病为目
标，集中组织开展冬春季统一
灭鼠活动，特别是沿渭河流域
各市县要大力开展全民灭鼠
活动。以创促建，推动爱国卫
生工作落实。探索创新方式
方法，促进健康陕西建设与爱
国卫生运动融合，提高健康服
务水平。

我省深入开展冬春季爱国卫生运动

新闻新闻新闻

近 日 ，
陕 建 九 建
集 团 举 行
趣 味 运 动
会，来自榆
林 地 区 各
在 建 项 目
的 40 余 名
职工参加。
李慧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