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

综合新闻

2018 年 7 月 9 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纪春 校对：
关晋宏

国家医保局：

开展准入谈判 加快抗癌药降价
晚报综合消息 昨日，记者从国
家医疗保障局了解到，随着抗癌药
新规逐步落地，各有关部门正积极
落实抗癌药降税的后续措施，督促
推动抗癌药加快降价，让群众有更
多获得感。
2017 年医保药品目录准入谈
判，赫赛汀、美罗华、万珂等 15 个疗
效确切但价格较为昂贵癌症治疗药
品被纳入医保目录。对于目录内的

抗癌药，下一步将开展专项招标采
购，
在充分考虑降税影响的基础上，
通过市场竞争实现价格下降。
医保目录外的抗癌药如何实现
降价？国家医保局将开展准入谈
判，与企业协商确定合理的价格后
纳入目录范围，有效平衡患者临床
需求、企业合理利润和基金承受能
力。
据了解，近年来有关部门采取

一系列措施，2017 年居民个人支出
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下降到
28.8%，较新一轮医改前下降了 12
个百分点。抗癌药方面，绝大多数
临床常用、疗效确切的药品都已纳
入医保支付范围。
国家医保局将按要求抓紧推进
工作，争取让群众早用上、用得起好
药，逐步减轻重大疾病患者的医药
费用负担。
据央视

姚明近 38 岁从上海交大本科毕业：

七年中不止一次想放弃

参加毕业典礼的姚明。新华

明年起全国高铁或将实现刷证进站
无需再排队换取纸质车票
晚报综合消息 高速铁路的应
用，大大节省了旅客出行的时间成
本，但同时，
“ 网上订票-站台排队
取票”的模式也成为不少乘客的小
烦恼。7 月 5 日上午，由中国铁路总
公司、科学技术部、北京市人民政
府、天津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
“智
能高铁发展暨京津城际铁路开通十
周年论坛”在北京举行。此次论坛
宣布，电子客票将于明年在全国推
广，以后乘坐高铁终于不用取票了！
据人民铁道网报道，在开幕式

上，
中国铁路总公司党组书记、总经
理陆东福公布了多项铁路建设的近
期规划，其中提到将于 2018 年四季
度试点运营电子客票。届时，在部
分试点线路上，
乘客或可实现
“刷手
机”
“刷身份证”
直接进站乘车，而无
需换取纸质车票，明年将在全国高
铁推广。
据了解，电子客票也叫
“无纸化
客票”。是指旅客通过互联网订购
车票之后，无需前往售票处取纸质
车票，仅凭有效身份证件直接到车

站办理乘车手续即可进站乘车，真
正实现
“无票乘车”
。
此外，陆东福还宣布，2018 年
8 月 8 日，复兴号将在京津城际实
现时速 350 公里运行；2019 年，智
能型复兴号动车组将率先在京张
高铁投入运用，为北京冬奥会打造
亮丽风景线；2020 年，京雄城际铁
路建成通车，为打造轨道上的京津
冀、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运力
保障。
据东方网

上海昨出梅 11 日至 12 日将有大风
据新华社上海电 据上海市气
象和防汛部门 8 日发布的最新消
息，上海 8 日出梅。一出梅，上海马
上要关注和防范持续高温天气和
“正在路上”
的超强台风
“玛莉亚”。
上海中心气象台说，随着副热
带高压逐渐加强西伸并控制华东中
北部地区，上海 8 日出梅。预计 9
日至 12 日，上海的日最高气温将升

福彩直通车

至 33 摄氏度至 35 摄氏度。13 日
起，上海可能出现 3 至 5 天的持续
高温天气，日最高气温可达 35 摄氏
度至 37 摄氏度。
据最新预报，今年第 8 号超强
台风“玛莉亚”将于 11 日擦过或登
陆台湾岛北部之后，在浙闽沿海再
次 登 陆 。 11 日 至 12 日 ，受“ 玛 莉
亚”的外围影响，上海将出现 6 至 7

南通福彩网 http://ntfcw.tt17.com/

冠军荣耀刮刮乐 800 万奖品等你分
“冠军荣耀”是一款以足球世界杯为主题的即开型福利彩票，面值 10
元，最高奖金 20.18 万元，返奖率达 65%，中奖面更是高达 36.43%！彩票玩
法紧扣足球世界杯，十分有趣，20.18 万的最高奖金，更是与本届俄罗斯世
界杯的年份 2018 巧妙契合。
为了更好地给“冠军荣耀”购彩者带来更大的购彩乐趣，福利彩票刮刮
乐将结合 2018 年足球世界杯赛事开展彩票营销活动。凡 2018 年 6 月 8 日
10:00 至 2018 年 7 月 15 日 22:00 期间，使用“福彩刮刮乐”微信公众号扫描
“冠军荣耀”彩票上的营销二维码即可获得竞猜机会，每扫描一张彩票可获
得 1 个荣耀值，多扫多得。荣耀值可用于参与“揭幕战竞猜”
“小组赛竞猜”
“1/8 决赛竞猜”
“1/4 决赛竞猜”
“半决赛竞猜”和“冠军竞猜”等六个类型的
比赛竞猜，猜中相关比赛的结果，即可瓜分相应的竞猜奖励，竞猜奖励总计
价值 800 万元！其中“揭幕战”将不消耗荣耀值。
当彩民遇上世界杯，当球迷遇上“冠军荣耀”，会产生怎样的化学反
应？福彩刮刮乐，越刮越快乐！竞猜世界杯，豪礼 800 万，等你来挑战！

福彩双色球

2 元可中 1000 万

孩儿巷南路 62-副 2 号
85584821 13057087809
东郊庄园双拼 别墅 1一3/3 263m2 车库44m2 毛坏 东首
418万
凤凰莱茵苑8/15 3/阳 151m2 精装 车位
360万净
苏建名都城8/15 3/阳 150m2 车库31m2 汽车位 毛坏 有大税
368万净
万象北园7/7 2.5/1 71.6m2 设施全 毛坯
51万
佳利秀水公寓15/18 1/1 64.5m2 精装 拎包入住 启秀学区
110万
2
新建新村2/4 2/1 67m 老装潢 合用车库 启秀学区
89.8万
青年路9号4/4 2/1 66m2 精装 拎包入住 启秀学区
103.8万
城市嘉苑1一2/6 6/2 270.8m2 复式 地下50m2 豪装 大院子60m2 2个车位 715万

吉缘中介

级东南大风，沿江沿海地区和长江
口区达 7 至 9 级，洋山港区和上海市
沿海海面阵风可达 9 至 10 级，并伴
有短时阵雨。
由于现在正值暑假旅游高峰
期，防汛部门提醒有前往台风影响
地区的游客，最好根据台风预报来
合理调整行程，尽量避免前往山区、
海岛或沿海景区。
李荣

体彩开奖

世伦名郡10/电140m2 3-2厅 毛坯 不满2年
阳光花苑5/6层127m2 3-2厅 精装15m2 车库
东方菜场5/电139m2 3南2厅 简装 空三学位房
尚海湾3/电147平m2 3-2厅 中装 看房方便
虹桥北村钻石楼1/车154m23-2厅 精装
桃坞路机关门诊二楼店面房95.29m2
万达华府底层130m2 3-2厅 毛坯采光好

240万净
130万
278.8万
259.8万
208万
100万
180万净

售烟给未成年人
深圳开出 3 万元罚单

七位数第 18104 期
2、1、6、3、6、7、8
排列 5 第 18182 期
4、0、0、1、1

晚报综合消息 近日，深圳市
第二轮控烟战首次“回头看”，经
执法人员调查取证，现已对坪山
区涉嫌非法向未成年人出售烟草
制品的商家立案查处，
如查实，
商
家将面临 3 万元的罚单。据悉，
这将是全国首例针对非法向未成
年人售卖烟草开具的罚单。
一周前，一场针对深圳市中
小学校周边售烟场所的督查活动
在坪山区龙翔中学打响。在万众

福彩开奖
7 月 8 日 21：
18

双色球第 2018078 期
红球：
3、10、14、17、18、30
蓝球：
12
乐透型 15 选 5 第 2018182 期
2、4、5、7、10
3D 第 2018182 期
3、2、9
城隍庙濠东小苑往南60米北园新村3幢18号店面房
13862968413 15950810928

东郊庄园双拼拼别墅1-3层311m2 纯毛坯有院子
中南七星花园6/电2室2厅106m2 精装学区房
启秀南苑3/4层3室2厅2卫146m2 精装车库26m2
和兴花苑2/6层3室2厅2卫140m2 精装车库18m2
锦绣花园4/4层60/133m2 精装南汽车库36m2
紫东花苑5/5层54/135.5m2 精装北车库17m2
学田新村5/6层2室一厅67.5m2 中档装潢
学士府13/电2室南77.63m2 毛坯车库6.54m2

388万
275万
360万
323.8万
282.8万
205.8万
91.8万
115万

天安中介

北岸华庭 4/电 3/阳光厅 143 m2 精装潢
175万
二附学区房 纯底楼 2/1 60.5m2+院子 装潢
188万
富贵北园（二附学区房） 4/6 3/2 125m2 装潢
280万
2
学田千禧园（三附、三中学区房） 5/6 3/2 118m2+16m（车库）装潢
189万
华雅苑 3/复式楼 4/2 217m2+35m2(朝南车库)精装、拎包入住
278万
白龙花苑 2/车 3/2/2 142m2+26m2(朝南车库)新坯房位置佳
155.8万
濠西园 1/车 3/2 136m2+24m2(朝南车库)精装、潢拎包入住
163.8万
2
福民景苑 9/电 2/1 92.6m2+16m（地下车库）新坯房、
双阳台、南北通透 86万

盛唐公寓7/11 3-1 122m2 车14m2 精装
光明东村2/5 2-1 61m2 启秀学区 装修
光明东村 6/7 3-1 80m2 启秀学区 精装
光明东村3-4/车 复式 153m2 南汽车库26m2 启秀学区 精装
光明南村底 2-1 64m2 院子建一间阳光好全新装修一附启秀双学区
天虹花苑3/车 2-1 90m2 南车库20m2 毛坯
朝晖花苑3/车 3-1 103m2 车18m2 精装

140万
88万
94万
215万
110万
150万
165万

百货，商家向学生销售烟草被抓了
个正着。当天中午放学后，有学生
来到该百货店的烟酒摊位，熟练地
向店员购买烟草，售货员没有劝阻，
也没有查验学生的身份证来判断其
是否成年。经过控烟执法人员的取
证，该学生就读于龙翔学校初中一
年级，是未成年人。
7 月 4 日上午，万众百货负责人
接过执法文书后，表示认识到了错
误。
据深圳特区报

城山路 91 号

85595336 13390945336

万濠世家 6/18 三室阳光厅二卫 180m2 汽车位1个 精装 红木家具2套
520万
医学院宿舍 1/5 二室二厅一卫 80㎡ 有院子 阳光好 三学区房 豪装
200万
中南金石公寓 30/ 一室一厅 51m2精装，未住，设施齐全
68.8万
尚海湾 19/ 二室二厅一卫 105m2精装
250万
南方公寓 8/15 三室阳光厅二卫 148m2 豪装 汽车位1个另算 急卖 随时看房 255万
中南世纪城 19/25办公楼一层 994㎡ 可分割卖573+421m2办公装修 一起买送车位 899万
天安花园 11/11 复式楼 199m2+99㎡ 豪装 景观房 2个汽车位另算 带游泳池
580万

物价大楼一楼北侧（钟楼广场东侧）
文峰路15号文峰桥北首
城南小学对面
天苑中介 15862825879
家乐中介 18912270383
鹏展中介 王府大厦对面
13057019586 梦路中介 15950810021 15962750368
13921619305

濠河名邸10/18楼 建164m2 精装 景观很好
385万
启秀学区房 友谊公寓中层/电梯 建188.8m2 中装
350万
三中学区房：瑞景广场中层/电梯 建130m2 精装
280万
急售苏建花园城3/5楼 建123m2+14m2 车库 精装很好 得房率高 户型好 215万
2
尚海湾7/电梯 建98m 精装好 阳光好
201万
星光域21/电梯 建123m2
200万净
二附 城中 三中叁学区房：人民中路2/6楼 建54m2 新装清爽
155.8万

果没有这个像封印一样的承诺，在
校读书的几年中我不止一次想到过
终止。而通过这一历程，
我也更加相
信学习的过程比结果还要重要。
”
“这个社会可大可小，可能是一
个群体，也可能只是自己的小家庭，
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会慢慢学会承
担超出个人的责任。”姚明说：
“相信
我，当一个人花了 7 年 38 岁才本科
毕业的时候，他知道他在说什么。”
2011年，
姚明正式成为上海交大
的一名本科生，
他曾经表示
“读书是读
给自己用的，不是读给大家看的”。
“学习是为了更好地充实自己，
所以我有很强的动力。”在上海交通
大学期间，
姚明潜心补课、
求学，
此外
他还积极参与学校各类活动融入大
学生活，
曾经担任学校第46届运动会
形象大使，
在上海交通大学建校 120
周年纪念日之际表达祝福等。仇逸

全国首例！

7 月 8 日 21：
38

银河中介
久和中介 莘园路市级机关第二幼儿园东侧
85113759

新华社上海电 8 日，上海交
通大学举行 2018 年本科生毕业
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3300 余名
毕业生挥别母校，即将 38 岁的中
国篮协主席姚明作为毕业生代表
发言，他透露自己在校读书中曾
不止一次想到过放弃，但还是坚
持了下来。
“在未来某个合适的阶段，
试
着把自己的未来与社会的未来结
合起来。因为只有这样才会给自
己更大的空间去探索。
”
作为上海
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的
一名毕业生，姚明和大家分享了
自己求学的历程和感悟。
发言中姚明感谢了自己的父
母。
“ 是你们的坚持甚至固执，要
求我在 17 岁踏入 CBA 职业赛场
前做出承诺，一定要在运动员生
涯结束后回到学校读完大学。如

2
森大蒂花苑 3/6 87.03m2+车库7m（城中/二附、
三中）学位空 好房219万
凤凰汇 高层/电 146m2 精装修3-2-2 双学区
450万
南川园 4/6 74m2 两室半、位置好
100万净
王府大厦 25/30 124m2 2-2 二附、城中、三中
286万
王府大厦 1x/电 164.5m2 稀缺朝南景观房，学位空
2万6/m2
永兴花苑 6/6 108m2+楼上40m2、车库20m2 精装婚房
150万
北街新村 4/5 60m2 两室一厅 三中学位房 位置好
90万
望江楼 4/6 91.5m2 3室一厅 三学区
215万净

《江海晚报》
二手房广告
——花钱少，效果好，为您带来无限商机

广告投放热线：68218965
友情提醒：
本栏目广告位尚
有少量剩余，
请有意在本栏目投
放广告或广告即将到期的单位
尽快交纳广告款，
广告位顺序将
按交款先后排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