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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叶风金叶风
咸宁市烟草专卖局主办

嘉鱼烟草专卖局

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
本报讯 通讯员胡琴报道：为扎实推进党史学

习教育开展，近期，嘉鱼县烟草专卖局积极打造“三
大课堂”，全力激发党史学习内生动力，让党史学习
教育“活”起来。

一是利用“理论课堂”唤初心。以追寻红色记忆
和传承革命精神为主线，组织党员走进簰洲湾抗洪
烈士陵园、98抗洪纪念馆、嘉鱼县文庙山烈士陵园、
崇阳陈寿昌烈士陵园等红色教育基地，开展重温入
党誓言、聆听红色故事等教育活动，让党员干部筑牢
信仰之基。

二是搭建“互动课堂”筑防线。通过邀请县委党
校老师开展党史专题辅导，用鲜活的案例和系统的
学习讲好党史学习教育理论，引导党员干部接受思
想洗礼、夯实理想信念、筑牢思想防线，切实修好党
史这门“必修课”，让党史学习教育课堂“活”起来。

三是打造“实践课堂”促发展。以党史学习教育引
领“我为群众办实事”走深走实，扎实开展“我与客户共
成长”营销大讲堂、“我为群众办实事”主题实践活动以
及党员志愿服务活动，切实解决群众的困难事、烦心
事。

为将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为
民办实事、解难事的实际行动，6月18
日，赤壁市烟草专卖局党员干部深入西
街社区三、四网格，为15户困难居民送
去高压锅、电饭锅、电风扇、米油等21
份物资，将党的温暖和关爱送到千家万
户。

(通讯员 刘雅)

赤壁烟草专卖局

走访慰问特困户
通山烟草专卖局

召开安全生产专题会议
本报讯 通讯员黄国枫报道：近日，通山县烟草

专卖局组织全体干部职工召开安全生产专题会议。
会议组织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

产重要论述》及省、市有关安全生产重要精神，主
要负责人讲授安全生产公开课。其间，还组织观
看了专题片和高楼火灾救援电影。

会议强调，安全重于泰山，要围绕“落实安全
责任，推动安全发展”安全生产月主题，扎实有效
开展各项活动，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
生产的重要论述，提升全员安全意识；要强化安全
警示教育，组织学习安全事故案例，加强安全用
气、安全行车、安全用电等警示教育，动员全员参
与“隐患随手拍”活动，营造人人讲安全的企业发
展氛围；要突出安全维稳，制定防汛、抗旱及消防
等应急预案，明确应急队伍人员职责，强化应急值
守，常态化开展疫情防控，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

近日，咸安区烟草专卖局（营销部）开
展燃气隐患大排查，对所属食堂燃气系统
进行细致检查，就发现的问题进行了及时
整改。同时安排专人对机关家属楼进行
入户宣传，发放安全告知书，号召居民注
意燃气日常使用安全，提升安全意识，防
范燃气爆炸事故的发生。

（通讯员 徐梦双）

咸安烟草专卖局

开展燃气隐患大排查
咸宁烟草物流中心

讲授安全生产公开课
本报讯 通讯员柯善信报道：6月 17

日，咸宁烟草物流中心主要负责人阮尚维面
向全体员工讲授了一堂安全生产公开课。

阮尚维指出，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
是安全的保障，实现物流高质量发展，全体
员工必须把安全落实到物流工作的点滴之
中，细微之处，共绘安全同心圆。一要统一
思想认识，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形成安全管
理合力；二要认清安全形势，时刻保持高度
警惕，切实做好事故预防；三要紧盯目标任
务，强化安全责任落实，不断夯实安全基础。

阮尚维强调，要坚定信心，卯足干劲，进
一步推动安全生产工作往深处走、往细处
落、往实处做，增强红线意识，强化责任担
当，以铁的决心、铁的措施、铁的作风、铁的
担当，务实抓好物流安全生产工作，为咸烟
物流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安全防线，以优
异成绩向建党100周年献礼。

其间，物流中心组织观看了相关安全生产
电视专题片，开展了火灾疏散逃生应急演练。

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协办
服务热线：81302318273649

本报讯 通讯员张蒙晰报
道：6月18日，唐光友学雷锋志愿
服务队市公积金中心营业部分队
派出三名志愿者，携带相关资料，
前往咸宁市中医医院为陈女士办
理大病医疗提取业务。志愿者向
陈女士征得同意后，由其母亲现场
代为办理公积金业务。

据悉，近日，万女士前往市公

积金中心窗口咨询患有大病如何
提取住房公积金事宜，据其介绍：
女儿陈女士因车祸，生活不能自
理，特委托母亲前来咨询办理大病
医疗提取业务。窗口工作人员了
解具体情况后，当即决定上门服
务，为职工纾困解难。

近年来，市公积金中心秉持着
“谋事为公，积金为民”的服务理念，

急群众所急，想群众所想，把为群众
办实事纳入公积金工作的常态中。
尤其是今年以来，该中心以党史学
习教育为契机，着力提高学习质量
和效果，深入拓展“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增强服务意识，提升
服务水平，奋力谱写新时代住房公
积金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市公积金中心上门服务暖人心

本报讯 通讯员范瑶报道：6
月8日-10日，物资部（物资供应中
心）到各县（市）公司开展物资管理
巡查工作。

此次巡查工作重点围绕仓库
一本帐、专业仓管理情况、到货验
收规范性、废旧物资一体化管理及
仓库日常管理等五个方面，通过听

取工作汇报、深入仓储点及专业仓
现场，查看系统等形式查找存在的
问题，分析问题成因，落实整改责
任，促进各单位切实提高物资管理
水平。

对于物资管理巡查中发现的
账卡物不符、物资码放不规范，专
业仓系统应用率不高等问题，物

资部（物资供应中心）强调一是加
强账物管理，规范出入库及调拨、
退库手续办理。二是深化专业仓
系统应用，所有专业仓业务都要
按照仓库的管理要求执行。三是
常态化进行物资管理巡查工作，
督促各单位存在的问题得到有效
整改。

电力物资部开展物资管理巡查 遗失声明
许 媛 遗 失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注 册 号 ：

422301600238987，特声明作废。
湖北云中湖包装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21202MA492UPG5J，特声明作废。
刘 世 海 遗 失 残 疾 证 ， 证 号 ：

42230119860706571671，特声明作废。
湖北优胜文都教育科技有限公司遗失法人私

章（彭 波 印）一 枚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21202MA49KPR79P，特声明作废。

拟注销公告
根据咸编文(2017)47号文件《关于印发〈咸宁

市农业局系统机构改革方案〉的通知》，相关单位进
行撤并。拟注销两家单位法人证书:咸宁市动物卫
生 监 督 所 ( 咸 宁 市 兽 药 监 察 所)
(124212007534182760 此证正本遗失，特申请作
废)、咸宁市蚕种场(12421200421225670C此证正、
副本均已遗失，特申请作废)。

咸宁市农业农村局
2021年6月24日

通城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地块
编号

G[2020]
020号

土地位置

通城县隽水
镇古龙村

土地面积
（㎡）
3980.4

（5.97亩）

土地
用途

住宅
用地

出让
年限

商业40年
住宅70年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2.3

建筑
密度

≤35%
绿地率

≥15%

起始价
（万元）

434.83

竞买
保证金
（万元）

434.83

商业
占比

≤3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招标拍卖挂
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的有关规定，经通城县人民政府批准,通城县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以公开挂牌的方式出让通城县G[2020]020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经县政府授权，
由通城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联合北京铭达拍卖有限公司实施挂牌，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竞买人资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

其他组织均可参加竞买（法律法规限制的除
外）,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

三、本次挂牌出让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
求，见挂牌出让文件

申请人可于2021年6月25日至2021年
7月26日，到通城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或北京
铭达拍卖有限公司获取挂牌出让文件。

五、申请人可于2021年6月25日至2021
年7月26日下午16时前，到通城县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或北京铭达拍卖有限公司提交书面
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和竞买准备金的截止
时间为2021年7月26日下午16时（以到账时
间为准）。

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和
竞买准备金，具备申请条件的，北京铭达拍卖
有限公司将在2021年7月26日下午17时前
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通城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和北京铭达
拍卖有限公司对本次出让的地块不另行组织现

场踏勘，竞买人可在公告期间自行踏勘现场。
七、本次挂牌出让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挂牌地点为通城县政务服务大厅五楼开标大
厅。地块的挂牌时间为2021年7月15日上
午8时00分至2021年7月27日上午10时30
分，揭牌时间为2021年7月27日上午10时
30分。

八、联系方式：
（一）通城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联系人：汪先生
联系地址：通城县政务服务中心4楼办公室
联系电话：0715-4818356
（二）北京铭达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胡女士
联系电话：15821737628
（三）竞买保证金的指定银行账户
户 名：通城县财政局非税收入汇缴结算户
账 号：82010000000151536
开户行：通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山支行
行号：402536402534

通城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1年6月25日

我国夏粮
再获丰收

6月13日，河北省衡水市阜城县崔家
庙镇前砖门村农民在麦田收获小麦。

今年我国夏粮再获丰收，为全年粮食
产量保持在 1.3 万亿斤以上打下坚实基
础，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提供有力支撑。

据新华社

第五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23日在上
海开标，产生拟中选结果：拟中选企业
148家，拟中选产品251个，拟中选药品平
均降价56%。按约定采购量计算，每年可
节省255亿元。

这是国家组织药品集采规模最大的
一次。涉及品种数量最多、涉及采购金额
最高、注射剂品种占比最高等看点，使得
此次集采备受关注。

注射剂成为集采“大户”

此次集采的一大亮点：在第五批国家
组织药品集采中，注射剂品种占集采品种
总数一半，涉及金额约占此次集采总金额
70%，成为集采“大户”。

“通过注射剂集采，临床患者受益面将
进一步拓宽。”上海市医疗保障局医药价格
和招标采购处处长龚波介绍，集采注射剂
均通过一致性评价，价优的基础上疗效也
有保障。其中，抗生素类注射剂价格降幅
明显，如常用头孢的价格降幅达到75%。

据了解，此前集采注射剂仅有1年的
采购周期，此次集采注射剂的采购周期与
口服制剂相同，视中选企业数量给予1年

至3年不等的采购周期。
“相较于口服片剂，注射剂的主要市

场是在医疗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
姚宇说，注射剂集采比重的提升，将进一
步为公立医院节约相应的医保资金，为公
立医院发展准备“资金弹药”。

集采品种数量创新高

61种拟采购药品采购成功——此次
集采品种覆盖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消
化道疾病等常见病、慢性病用药，以及肺
癌、乳腺癌、结直肠癌等重大疾病用药。
一批常用药品费用将明显降低。

“在抗癌药中，包括紫杉醇、盐酸吉西
他滨、多西他赛、奥沙利铂等重要化疗药
物中选。”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胡
善联说，对肿瘤患者来说，这将大幅降低
医疗费用。

此外，不少药品品种均是首次“亮相”
集采名单，比如造影剂碘克沙醇注射液、营
养剂ω-3鱼油中/长链脂肪乳注射液等。

采购金额创新高

“中标的ω-3鱼油中/长链脂肪乳注

射液在临床上主要应用于需要肠外营养
治疗的患者。”贝朗医疗高级业务总监刘
杰介绍，该药原价为400多元，中选价格
降到113.91元。

“这次集采竞争最为充分和激烈的是
抗凝药利伐沙班片。”龚波介绍，20多家企
业参与竞争，入围限价为每片27.6元，最
终平均中选价约每片0.5元，最低达到每
片0.18元，集采产品的充分竞争可以帮助
降低患者治疗费用，并节省更多医保资
金。

此次集采拟中选药品平均降价56%，
按集采前价格计算，涉及公立医疗机构采
购金额550亿元，创下历次集采新高。

外资企业中选数显著提升

第五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共148家
企业的251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投
标产品中选比例为71%，相比前四批集
采的中选比例，投标产品中选率趋于稳
定。

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五批国家组织药
品集中采购中，有10家外资医药企业的
11个产品拟中选，涉及法国赛诺菲、美国

通用、德国费森尤斯、以色列梯瓦等，外资
企业中选数较前四批有明显提升。

“参与这次集采申报的外资企业约有
50家。”姚宇说，外资企业参与集采的积极
性正在提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
通过一致性评价的国产仿制药正给外资
企业带来竞争压力。

“外资药企对我国药品集采制度的
认可度和响应度在提高。”龚波说，通过
参与集采，外资药企的原研药也在不断
惠及患者。比如原研药奥沙利铂价格
降幅约 83%，这将进一步惠及肿瘤患
者。

国家医疗保障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五
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已经覆盖218个药
品品种。下一步，按照常态化制度化开展
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的要求，国家组织
药品集中采购范围将持续扩大，进一步提
高群众受益面和获得感。

一大波降价药品“在路上”
——聚焦第五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

0至6岁儿童

可享13次眼保健和视力检查服务
据新华社北京6月24日电 国家卫健委近日印发

《0～6岁儿童眼保健及视力检查服务规范（试行）》，其中
明确，为0至6岁儿童提供13次眼保健和视力检查服务。

“0至6岁是儿童眼球结构和视觉功能发育的关键
时期，6岁前的视觉发育状况影响儿童一生的视觉质
量。”国家卫健委有关专家表示。

服务规范明确，根据不同年龄段正常儿童眼及视觉
发育特点，结合0至6岁儿童健康管理服务时间和频次，
为0至6岁儿童提供13次眼保健和视力检查服务。

服务规范指出，0至6岁儿童眼保健及视力检查服
务主要由具备相应服务能力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或县级妇幼保健机构及其
他具备条件的县级医疗机构提供。

此外，服务规范强调开展健康教育，明确要求指导
家长树立近视防控意识，从小从早抓好预防。要求引导
家长重视保护0至6岁儿童远视储备量，强调远视储备
量不足可能会发展为近视。

全国综合保税区

前5个月进出口同比增长31.6%
据新华社北京6月24日电 海关总署23日发布数

据，今年前5个月，全国综合保税区进出口值2.08万亿元
人民币，同比增长31.6%，比同期全国进出口增速高出
3.4个百分点。

数据显示，前5个月，全国综合保税区出口11067.3亿
元，同比增长36.4%；进口9763.7亿元，同比增长26.6%。

综合保税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是经国务院批准，
实行特殊的税收政策和进出口管理政策，由海关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实施监管的经济功能区。截至目前，全国
164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中综合保税区数量151个，占
比92.1%。

商务部

加快落实二手车交易登记跨省通办
据新华社北京6月24日电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

峰24日说，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推动取消对二手车交
易的不合理限制，加快推进落实二手车交易登记跨省通
办，进一步便利二手车交易。

高峰在商务部当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
随着我国汽车市场由增量市场向存量市场转变，升级换
购在汽车消费中的占比逐步提高，二手车交易市场潜力
巨大。商务部正在会同有关部门，围绕取消二手车限迁
政策、便利二手车交易、推动二手车信息开放共享、创新
二手车流通模式等四个方面，着力推动二手车市场加快
发展。

高峰说，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经达到2.87亿
辆。今年1至5月，我国二手车交易量达到690.7万辆，
同比增长60.9%，比2019年同期增长22.9%，二手车交
易市场潜力巨大。

他表示，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积极推动汽车等大
宗消费品由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完善二手车流通
领域相关政策措施，持续释放二手车消费潜力，全链条
促进汽车消费，推动我国汽车市场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