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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对华指责遭世界舆论驳斥

张

红

近来，美国不断提高反华声调。继总统在联大指责中国干涉美国内政和美国选举之后，
副总统的演讲更是矛头直指北京。随后，到访中国的国务卿直言美中存在“明显分歧”。如
今，美国又威胁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然而，公道自在人心。美国方面对中国的指责捕
风捉影、混淆是非、无中生有，引发了世界舆论的驳斥以及对中美关系前景的担忧。

“试图让中国当替罪羊”

“美国并不能达到目的”

路透社等媒体称，美国副总统彭斯的演说是
西班牙中国政策观察网站 10 月 8 日刊登题为
自 尼 克 松 以 来 ， 美 国 第 一 次 如 此 严 厉 地 抨 击 中 《彭斯针对中国的赌注》 的文章称，副总统彭斯 4
国，彭斯的指控不怀好意，范围远超贸易战。
日在立场保守的哈得逊研究所发表演讲，清楚说
彭斯的演讲把中国的发展成就归功到美国身
明特朗普不会放弃他的挑衅政策。这标志着美国
上。连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莱特都看不下去了， 对华政策的一个转折点，不容忽视。不过，正如
她称：中国的崛起缘于中国自身的历史和中国人
美国之音指出的，美国公开高调地与中国正面对
民的奋斗，也由于美国未能担负起本应担当的国
抗，并不能达到目的。
际责任给了中国崛起的空间。
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最近发表的中美关系
美国指责中国干涉美中期选举和美国民主。 观察报告指出，中美关系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转
然而，CNN、《纽约时报》 等媒体指出，无论是
折点，而部分人认为这个转折点之后应该彻底抛
总统还是副总统，都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来支持这
弃以往的对中国接触的政策。前美国国家安全委
一说法。而且，外国政府在美国报纸上发布有偿
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管、现任布鲁金斯学会中国
广告很常见。外界质疑此举是特朗普政府担心中
中心高级研究员杰弗里·贝德警告美国如果一意孤
期选举失败，试图让中国当替罪羊的行为。
行，脱离与中国接触合作的发展关系，或将对美
长期追踪中国网络活动的美国火眼公司指
国造成负面影响，导致美国被孤立。
出，没有发现有关中国干涉美国选举的任何可靠
英国 《卫报》 网站 10 月 5 日发表美国进步研
证据。英国 《卫报》 称，彭斯将中国的报复性关
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迈克尔·富克斯的文章 《为什么
税、中国媒体在美国报纸上的宣传和干涉美国大
特朗普的“对华强硬政策”会适得其反》 称，近
选混为一谈，这种狂热方式可能带来伤害性政
几个月来，美国对华新“霰弹”策略——到处打
策，会给美国经济、美中人民关系和美国的国际
中国，看看有什么起作用。美国副总统彭斯阐述
形象带来严重伤害。
了这一新的“强硬”政策。文章认为，面对中国
《纽约时报》网站文章指出，美国的想法是，通
需要“战略回应”，而这种漫无目的的政策将适得
过一个多步骤的过程获得更多筹码，
迫使中国让步。
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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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分别会见德日客人

不怀好意 适得其反
本报记者

张一琪

“让世界变得更加危险”
美国的咄咄逼人引发世界担忧。法国 《费加
罗报》 报道指出：特朗普认为，战后的自由秩序
让美国得到的远没有付出的多。他想要解体该秩
序并依照双边力量对比而将其重建，从而让美国
摆脱勒紧它的种种束缚。文章指出，这是一种新
的单边主义，它的转变属于一种全球性活动，也
显示出西方主导的秩序的垮台。新的国际混乱呼
唤新的秩序来避免对抗，因为就战略平衡而言，
过渡时期历来都是最危险的。
阿联酋 《国民报》 网站 10 月 8 日刊登文章，
称中美紧张关系应该是我们最大的担忧。文章指
出，一场新的全球超级大国对抗正在酝酿之中。
这对世界的影响是巨大的。世界其他国家一定希
望看到这种趋势出现逆转。对于世界上许多依赖
中美关系并寻求与双方都建立牢固关系的关键地
区来说，另一种选择可能极其不稳定。
英国 《金融时报》 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
夫发文指出，在中美经贸摩擦上，特朗普犯了两
个典型错误。一是目标过大，二是夸大美国力
量。中美贸易的问题不在于美国进口多，而在于
出口少，这说明美国产品缺乏竞争力。沃尔夫认
为，贸易摩擦升级导致贸易扭曲，世界贸易体系
和美中关系受损，让世界变得更加危险。

本报北京 10 月 10 日电 （记者
王迪）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10 日上午
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德国宝马集团
董事长科鲁格。
李克强表示，深化中德务实合
作符合双方共同利益。宝马公司同
中方最新合作项目即将落地辽宁沈
阳，将是中方放宽汽车行业外商来
华投资股比限制后的首个受益者。
这表明，中国对外开放的新举措不
仅是“说到了”，更是踏踏实实地
“做到了”。
科鲁格表示，中国是宝马公司
最大市场，我们十分珍惜在华投资
机会，愿以沈阳新工厂落地为契
机，进一步扩大对华合作，一些车
型将面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市场
销售，创造互利双赢的局面。
本报北京 10 月 10 日电 （记者
王迪）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10 日上午

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参加第四轮中
日企业家和前高官对话会的日方代
表并座谈。
李克强指出，中日作为世界主
要经济体，深化经贸合作不仅有利
于双方，也有利于全球经济和贸易
发展。希望双方发挥互补优势，拓
展在贸易投资、财政金融、创新和
高技术等领域合作，共同开拓第三
方市场，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
体制。中国将继续扩大开放，欢迎
日本企业加大对华投资，继续为促
进中日交流合作发挥积极作用，推
动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共同实
现可持续繁荣。
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日本经济
团体联合会会长中西宏明等日方代
表表示，李总理今年 5 月成功对日本
进行正式访问，推动日中关系重回正
常轨道，日本各界对此高度赞赏。

韩正会见澳门立法会议员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0 日电 （记 “一国两制”方针，坚决维护宪法和
者查文晔）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基本法权威，坚定有效维护国家主
国务院副总理韩正 10 日上午在人民
权、安全、发展利益，支持行政长
大会堂会见了由贺一诚主席率领的
官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充分发挥
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会参访团，与
联系各方的优势，积极推动澳门融
他们交流并合影留念。
入国家发展大局，着力促进经济适
韩正听取了参访团关于澳门特
度多元化，改善居民生活。
别行政区立法会工作情况的介绍并
贺一诚在发言中表示，澳门特区
给予充分肯定。他希望立法会认真
立法会要更好地履行基本法赋予的职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澳门工
责，
为保持澳门长期繁荣稳定，
为推进
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准确贯彻 “一国两制”
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黄坤明会见布基纳法索客人

“进口博览会宣传列车”在沪首发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0 日电 （记
者伍岳）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
宣部部长黄坤明 10 日在北京会见由
代理主席西蒙·孔波雷率领的布基纳
法索争取进步人民运动代表团。
黄坤明表示，中非合作论坛北
京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同卡博雷
总统实现了两国复交后首次会晤，
达成重要共识，为中布关系发展指

明了方向。中方愿与布方在一个中
国原则基础上，构建求同存异、相
互尊重、互学互鉴的新型政党关
系，引领中布关系更好更快更实地
向前发展。
孔波雷说，布中复交符合历史
潮流。布方希望进一步加强两党关
系，促进各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
系和非中关系深入发展。

新疆首个世界地质公园开园
10 月 10 日，
首列复兴号“进
口博览会主题宣
传列车”从上海
虹桥站发车。这
辆满载着此次盛
会“知识点”和
“信息量”的高
铁列车，将在京
沪高铁线上运
行，成为进口博
览会的“流动宣
传 窗 ”。 图 为 列
车乘务员向旅客
讲解首届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相
关信息。
新华社记者
陈 飞摄

10 月 10 日，新疆可可托海世界地质公园正式开园。它拥有峡谷河源、
沼泽湿地、寒极湖泊等多种自然景色，是新疆第一家世界地质公园。
新华社记者 张晓龙摄

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组建

抗癌药降价“组合拳”给力

17 种抗癌药“半价”进医保
本报记者

刘

峣

10 月 10 日，国家医疗保障局对外公布，经过 3 个多月的谈判，17 种抗癌药纳入医保
报销目录。谈判药品价格平均降幅过半，大部分进口药品谈判后的支付标准低于周边国
家或地区市场价格，将极大减轻我国肿瘤患者的用药负担。中国打出的抗癌药降价“组
合拳”，成效正在逐步显现。

以量换价多方获益

多措并举打通梗阻

发展仿制推动创新

此次通过谈判纳入药品目录的 17 个药品中，
有 12 个实体肿瘤药和 5 个血液肿瘤药，均为临床
必需、疗效确切、参保人员需求迫切的肿瘤治疗
药品，涉及非小细胞肺癌、肾癌、结直肠癌、黑
色素瘤、淋巴瘤等多个癌种。有 10 种药品为 2017 年
之后上市的品种，其中不乏跨国药企的畅销产品。
从价格来看，
17 个谈判药品与平均零售价相比，
平均降幅达 56.7%。
大部分进口药品谈判后的支付标
准低于周边国家或地区市场价格，
平均低了 36%。
与 2017 年首次医保准入谈判的结果相比，此
次谈判的药品价格降幅更大。国家医疗保障局局
长胡静林表示，机构改革为谈判工作创造了很好
的条件，医保制度的整合使得医保有了更大的战
略购买力，在谈判中有更强的话语权。
北京大学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玲指出，
通过“国家谈判”的方式，以市场优势“压价”，效果
非常好。以量换价进入医保，既能让患者得到红
利，也能够节省医保资金，一举多得。

两年间的两次医保准入“国家谈判”，是解决
抗癌“救命药”高价之痛的系列举措之一。近年
来，我国打通药品上市、供应、采购等各环节的
梗阻，民众切实感受到抗癌药价格明显降低。
——从今年 5 月 1 日起，我国通过降关税措
施，使实际进口的全部抗癌药实现零关税。
——加快境外已上市新药在境内上市审批，对
于抗肿瘤等境外上市相关药品，
纳入优先审批通道。
此次通过谈判进入医保目录的肺癌靶向药甲
磺酸奥希替尼（泰瑞沙）就是一例。2017 年，这款由
跨国药企阿斯利康研制的药品在中国上市，从进入
绿色通道到正式获批，仅用时 7 个月，上市速度创
下纪录。而经过医保谈判后，泰瑞沙的最大降幅超
过 70%，是此次谈判降价幅度最高的药品。
胡静林表示，这次纳入目录的抗癌药都是近
年新上市的药品，
专利的存续期比较长，
通过医保的
战略性购买，可以促进和推动医药企业加大研发投
入，
研制更多更好的创新药，
惠及广大患者。

谈判只是抗癌药进入医保的第一步，业内人
士指出，抗癌药谈判后还面临着与各地医保目录
对接、与医院集中采购体系衔接等问题。
对此，国家医疗保障局要求，各统筹地区要
采取有效措施，保障谈判药品的供应和合理使
用，各地药品集中采购机构要在 10 月底前，将谈
判药品按支付标准在省级药品集中采购平台上公
开挂网。
在此次通过谈判进入医保的 17 种药品中，共
有两款国产产品，分别为恒瑞医药的培门冬酶注
射液和正大天晴的盐酸安罗替尼胶囊。专家分析
指出，除了引进来，要想切实降低抗癌药药价，
更要靠国内药企自强。
近年来，中国启动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
评价，督促仿制药与国际标准“对标”，以实现进
口原研药的国产替代，降低国民医药费用。李玲
表示，“从长期来看，要想从根本上降低药价，关
键要发展仿制药，提升国内药企的创新能力。”

本报北京 10 月 10 日电 （记者
叶子）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根据
中共中央《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
案》，公安消防部队、武警森林部队退
出现役，成建制划归应急管理部，组
建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这标志
着 53 年的消防现役制成为历史。
应急管理部发布公告称，自
2018 年 10 月 10 日 零 时 起 ， 至 国 家

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制式服装配发
前，原公安消防部队、武警森林部
队和警种学院人员停止使用武警部
队制式服装和标识服饰，统一穿着
无武警标识的作训服，并在作训服
左兜盖上方佩带消防救援队伍身份
标识牌。应急管理部同时发布了国
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人员标识牌
式样及佩戴规则。

青岛军民融合创新成果展举行

10 月 10 日，2018 首届青岛军民融合科技创新成果展开幕。展会重点展
示船舶海工、航空航天、电子信息等领域创新成果。图为专家在给市民介
绍“灭火机器人”。
张进刚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