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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部署加强癌症早诊早治和用药保障的措施

对罕见病药品给予增值税优惠
据新华社北京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2
扶贫质量，
解决贫困人口
“两不愁三保障”
存在的问
月 11 日 主 持 召 开 国 务 院 常 务 会 议 ，听 取
题。攻坚期内摘帽县和脱贫人口继续享受扶贫政
2018 年全国两会建议提案办理工作汇报，推
策，
对返贫和新出现贫困人口及时建档立卡予以帮
进提升政府施政水平；要求狠抓今年脱贫攻
扶，
确保今年再减贫1000万人以上。
坚任务落实，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奠定坚实基
会议指出，加强癌症、罕见病等重大疾病防
础；部署加强癌症早诊早治和用药保障的措
治，事关亿万群众福祉。一要加快完善癌症诊
施，决定对罕见病药品给予增值税优惠；
决定
疗体系。坚持预防为主，推进癌症筛查和早诊
支持商业银行多渠道补充资本金，增强金融
早治，努力降低死亡率。强化科技攻关，支持肿
服务实体经济和防风险能力。
瘤诊疗新技术临床研究和应用。发展
“互联网+
会议指出，办理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和政
医疗”，提高基层医疗机构诊疗能力。二要加快
协委员提案，
是政府依法履职、接受人民监督
境内外抗癌新药注册审批，
满足患者急需。组织
的重要内容。去年国务院部门牵头办理建议
专家遴选临床急需境外新药，完善进口政策，
促
6319 件、提案 3863 件，分别占总数的 88.5%
进境外新药在境内同步上市。畅通临床急需抗
和 87%，推动出台相关政策措施 1400 多项，
癌药的临时进口渠道。落实抗癌药降价和癌症
促进了改革发展和民生改善。今年全国两会
患者医疗救助等措施，修订管理办法，加快医
召开在即，要继续高度重视建议提案办理，创
保药品目录调整频率，把更多救命救急的抗癌
新方式，
提高办理质量，
认真研究吸纳意见建
药等药品纳入医保，缓解用药难用药贵。三要
议，促进科学民主决策，
更好为人民办实事。
保障 2000 多万罕见病患者用药。从 3 月 1 日
会议听取了脱贫攻坚进展汇报，指出，各
起，对首批 21 个罕见病药品和 4 个原料药，参
地区、各部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扎实
照抗癌药对进口环节减按 3%征收增值税，国
推进脱贫攻坚，去年 1386 万人实现脱贫。今
内环节可选择按 3%简易办法计征增值税。
年要加大力度推进深度贫困地区攻坚，新增
会议决定，支持商业银行多渠道补充资本
中央财政扶贫资金主要用于这些地区，
“十三
金，进一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在坚持不搞
五”规划实施优先安排贫困地区补短板项目， “大水漫灌”的同时，促进加强对民营、小微企业
加强扶贫协作和定点扶贫，
坚持现行标准，
提高
等的金融支持。
季哲

吉缘中介

孩儿巷南路 62-副 2 号
85584821 13057087809

银花苑4/6 4/2 160m2 精装 汽车库28m2双学区
388万
虹桥新村2/5 2/1 62.1m2 全新精装 上首边户 明橱明卫 有钥匙 69.8万
新建新村3/车 2/1 74m2 车库10m2 中装 有钥匙 启秀学区 112.8万
凯旋花园3/6 4/阳 176m2 南车库25m2 设施全 装璜
263万
天虹公寓3/ 4/2 170m2 精装 南车库25m2另算
380万
万科濠河传奇21/28 118.5m2 3/2 电瓶车位 毛坯 启秀学区 238万
新桃园3/6 2/1 75m2精装 启秀学区
143.8万

的威胁或干涉。他要求军民联合起来，共同抵
御美国政府可能对委发起的侵略。
“成千上万的
人将被武装起来进行防空和反导弹防御，
使我们
的城市和村庄成为坚不可摧的地方！
”
委内瑞拉议会主席瓜伊多 1 月 23 日在一场
反对党集会活动中自我宣布为委“临时总统”，
要求重新举行大选，美国及部分拉美和欧盟国
家对瓜伊多表示支持。为逼迫马杜罗下台，美
国近日不断加码对委经济、金融和石油业的制
裁。美总统特朗普日前还公开表示不排除对委
进行军事干预。
徐烨 王瑛

莘园路市级机关第二幼儿园东侧
久和中介 85113759
15862700643 银河中介

天润锦园 12/12 97m2+55m2 车13m2 毛坯 228万
新桃园 1/6 121m2 3-1 精装
205万
学田北苑 2/6 128m2 3-1 中装 车12m2 187万
锦安花园 1/车 142m2 3-2 毛坯
235万
濠东路 3/6 75.01m2 精装
93万
启秀花园 3/7 126m2 3-2 精装
318万
新建路新村 2/5 79m2 3-1 简装
99.8万

中国江苏网 2 月 11 日讯 微信官方 10
日发布 2019 年春节数据报告,从除夕到初
五,微信消息发送量同比增长 64.2%、8.23
亿人收发微信红包。
除夕到初五期间,8.23亿人次在微信中
收发红包,同比增长7.12%。除夕这一天,用
户在微信上的活动最频繁。其中,90后正成
长为移动互联网世界的主力,实现了发出最

多条微信消息、最多条朋友圈、最多个表情包,
以及收发最多次微信红包的
“四个最”
。
江苏人发红包力度也不小。在红包收发
总次数最多省份中,江苏位居第三。在红包
发总次数最多省份中,江苏位居第二。红包
收总次数最多省份中,江苏位居第四。而在
红包收发总次数最多的城市排名中,苏州居
第 11,南京排第 18。
王拓 徐冠英

春节档电影口碑票房双丰收
新华社北京电 2019 年春节档，
《流
浪地球》
《疯狂的外星人》
《飞驰人生》
《新喜
剧之王》
《熊出没·原始时代》
《神探蒲松龄》
《小猪佩奇过大年》7 部影片成为主力军。
国家电影局初步统计的数据显示，今年春
节假期，中国电影票房达 58.4 亿元，观影
人次达 1.3 亿。
《流浪地球》以 20.1 亿元的
票房成为今年春节档的票房冠军。

根据中国电影资料馆的全国电影观众满
意度调查结果，2019 年春节档观众满意度得
分 83.9 分，获“满意”评价，这是自 2015 年开
展调查以来春节档中的最高分，同时也是全
部 27 个调查档期的第二名。以《流浪地球》
的成功逆袭为代表，2019 年春节档既充分验
证了“质量为王”这一市场铁律，也为业界追
求高质量带来了信心。
王鹏

北影成立翟天临事件调查组

委内瑞拉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
新华社加拉加斯电 委内瑞拉军队10日
正式开始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
以显示抵御外部
干预的决心。此次军事演习将持续至2月15日。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当天观看了在米
兰达州一个军事要塞举行的防空演习，演习
中使用了俄罗斯制造的武器。他说，政府将
保证足够投资，以确保国家防空系统所需的
一切。委防空和防导系统将配备世界上最
先进的导弹。
马杜罗表示，
委内瑞拉有和平的权利，委
人民是和平的人民，委内瑞拉不接受任何人

江苏人收发红包数全国第三

晚报综合消息 演员翟天临近日被爆
出北京电影学院博士研究生在读期间，
发表
的一篇学术性质文章有疑似抄袭行为。北
京电影学院已经对这一事件成立调查组。
由直播时的一句
“知网是什么东西”
，
翟
天临在过去两天里一直占据热搜，被网友
戏称是
“得罪了全国硕士博士”
。由于他的
《谈电视剧中
“白孝文”
的表演创作》一文的
查重检测报告显示相似度超过 50%、知网
上文字重复比为 40.4%，总字数 2783 的文
章中重复字数多达1125个。与此文有超高
相似度的两篇文献是发表于多年前的《一个

城隍庙濠东小苑往南60米北园新村3幢18号店面房
13862968413 15950810928

曙光福里16/16层92.3m2/128.31m2 毛坯车库14.6m2 200万
2
森大蒂花园2/6层2室一厅79m2 车库13m【双学区房】215万
城南小苑6/6层84.77m2/136.21m2 南车库29m2 只卖162.8万
南辰濠郡26/30层3室2厅2卫128m2 毛坯【商品房】 238万
东方鑫乾8/电3室阳光厅140m2 中档装潢
185万
优山美地3/电143m2 豪装有大平台30m2
250万
中南世纪花城底楼153m2 豪装院子60m2
268万急卖
万科金域蓝湾25/26层3室2厅1卫108m2 精装 199.8万

天安中介

有灵魂深度的人物——之白孝文论》和《白孝文
人物分析》。因此众多网友对他取得的博士
学位提出质疑，并进一步对他被北京大学光
华管理学院聘为博士后研究人员提出质疑。
记者昨日从北京电影学院了解到，学校
对此事件高度重视，已经成立调查组并按照
相关程序启动调查程序。学校表示高度重
视学术道德建设，对学术不端行为持零容忍
态度。
记者还注意到，翟天临的《谈电视剧中
“白孝文”的表演创作》一文 2 月 10 日已经被
从知网上撤下。
雷嘉

江景苑菜市场南门

85595336 13390945336

第九园单体别墅 1-3/3单体别墅 580m2 景观房 急卖 750万
四季春城店面 1 160m2 现房
400万
四季春城公寓楼 中层 14500元/m2 具体面议
14500元/m2
万濠星辰 5/18 三室阳光厅 121m2 第一排 空学位 240万
天安花园 7/11 四室阳光厅 195m2 简装 景观房 急卖 428万
南方公寓 8/15 三室二厅 148m2 汽车位另算 豪装 238万
虹桥新苑 6/6 楼中楼 87/143m2 车库20m2 毛坯
17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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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港新村 3/6 2/1 68m2精装
75万
北濠东村 5/6 3/2 111m2+12m2 (车库)装潢
145万
濠滨别业（二附学区）1/车 3/2/2 137.6m2+14m2 (车库)精装 380万
仁和锦居（陈桥） 12/电 2/阳光厅 106m2+23m2 (车库)装潢 85.8万
濠西园 3/6 3/2/2 135m2 装潢
150万
江山鼎 8/电 2/1 90.38m2新坯房
110万
丽泰花苑 1/电 3/阳光厅/2 141.5m2+35m2(地面车库)
130万
嘉隆大厦（写字楼）2/电
160m2装潢
128万

城南新村5/6 2-1 69m2 精装
71.8万
裕丰广场20X/电 3-2-2 168m2 精装 景观房
360万
裕丰广场10X/电 3-1-1 123m2 精装 拎包入住
285万
通明花苑3/电 3-阳-2 150m2 精装 阳光房有大平台车库8m2 330万
惠泽苑 26/32 2-1 90m2 毛坯
118万
新建新村底楼 3-1 92m2 简装 启秀学区
128.8万
紫东花苑2/6 1-1 56m2 车23m2 装修
80万

满意 双喜搬家 顺喜
公司成立 21 年 专业搬家车辆 8 辆

本地实体 日夜：85112772

补运

湾子头 3/6 50.5m2 房型方正 城中三中学位房
160万
王府大厦 2X/30 123.8m2 朝南景观房 空学位 特价
282万
中港城 3/10 90.82m22-2-1 精装全留，有独立产权车位 145万低价急售
惠泽苑 17/电 85m2 车库26m2 精装三房
125万
万濠星城 90m2 2-2 最前排中高层 欧式装修 朝晖启秀双学区 212万
福景苑 22/电 85.6m2、车库30m2 市中心毛坯新房
128.8万
学士府 4/26 75.6m2车库12m2精装两室 采光好
128万
裕丰大厦 9/23 158m2 毛坯 3-2-2 东首景观房
322万

搬家

星光域5/6楼带电梯花园洋房 建158m2
288万
城中，三中双学区房：南园路20号大院2/6楼 建70m2 有特大平台 阳光非常好 真的很好 206万
2
国城景府二期15号楼129.86m 4楼 最前排 位置好 采光无敌
198万净 2019年6月交房
时代悦城9/电梯 建113m2 户型好 精装
195万净
急售城中，三中双学区房：文峰路17号6/6楼，建81.98m2 +阁楼+13.7m2 车库，精装，空学位 185万
2
二附 启秀双学区房：南大街64号4/6楼 建69m 简装
172.8万
城中 三中双学区房：文峰新村5/6楼 建67m2 简装
165.8万

专业团队、诚信、务实、价优
手机：
13962806878
13773650825华联北
专业搬家 企业搬迁 空调家具拆装 长短途货运
地 址: 孩 儿 巷 北 路

补运中心

祖救家起名风水改名知识产权专利依据相
关［易经开运文献］免费咨询荣获多年【文明
诚信单位】参考如下：商标投资选房租售建
修开张考运婚姻小人干扰等恐惧成功运·搬
家安床安神择吉更重要感谢者众多，预约黄

18252501888 13776936678

微信
电话
总部：南通市人民中路 301 端平桥肯德基对面
分部：海门黄海中路11路 海门秀山东路88号 …

社址：
南通市世纪大道8号

邮编：
226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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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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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搬 家

号

家 政

洁华清洗公司
专业 83578521
13861988195
保洁 十年经验
值得信赖

《江海晚报
江海晚报》
》分类广告
——花钱少，效果好，为您带来无限商机

投稿信箱：
jhwbtg@163.com

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
“江海晚报”

储呈晨遗失警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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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证号：069100，声

告或广告即将到期的单位尽快至

明作废。

江海晚报分类窗口缴纳广告款，
广
告位顺序将按交款先后排定。

广告投放热线：85118889
发行热线：
85118867

广告热线：
851188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