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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扎胞苷等17种抗癌药
纳入医保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0 日电 国家医
疗保障局10日发布通知，经组织专家按
程序与部分抗癌药品进行谈判，将阿扎
胞苷等 17种抗癌药（下称“谈判药品”）
纳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
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17年版）》乙类范
围，并确定了医保支付标准。

通知要求，各省（区、市）医疗保险
主管部门不得将谈判药品调出目录，也
不得调整限定支付范围。目前未实现
城乡居民医保整合的统筹地区，也要按
规定及时将这些药品纳入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支付范围。

通知要求，各省（区、市）药品集中采
购机构要在 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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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保经办部门要及时更新
信息系统，确保11月底前开始执行。

通知规定的支付标准有效期截至
2020年 11月 30日，有效期满后按照医
保支付标准有关规定进行调整。有效
期内，如有通用名称药物（仿制药）上
市，国家医疗保障局将根据仿制药价格
水平调整该药品的支付标准并另行通
知。如出现药品市场实际价格明显低
于现行支付标准的，将与企业协商重新
制定支付标准并另行通知。

研究称
婚后发胖“确有其事”

新华社柏林10月9日电 婚后容易
迅速“胖起来”是许多人都有的体会。德
国一项大规模研究证实了这一现象。

据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网站近日报
道，为考察婚姻与体重变化之间的关系，
德国马克斯·普朗克教育研究所、德国经
济研究所等机构的科研人员共分析了2万
名德国人的相关数据，这些数据的时间跨
度长达16年。研究发现，在婚后前4年，
夫妻的体重增速通常为婚前独居时的两
倍，且这一效应不受年龄、健康状况、精神
状态、体育锻炼频率和生育状况的影响。

马克斯·普朗克教育研究所所长拉尔
夫·赫特维希在研究报告发布会上说：“婚
姻状态的变化往往意味着日常饮食习惯
的变化，例如夫妻会共进早餐，通常每个
人吃的都比独居时多，而独居者可能经常
不吃早餐，或者吃得很简单。”

研究还发现离婚或分居也会对体重
产生影响，男女的身体质量指数容易降
至接近婚前或同居前水平。研究人员认
为，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人在单身
状态为了寻找伴侣会更重视保持体形。

3级飓风“迈克尔”
逼近美国佛罗里达州

新华社华盛顿10月9日电 据美国
气象部门 9日最新消息，飓风“迈克尔”
已增强为 3级并仍在继续增强，可能以
接近4级的强度从美国佛罗里达州北部
沿海地区登陆。

据美国国家飓风研究中心9日傍晚
发布的通报，截至美国中部时间当天19
时，“迈克尔”的最大持续风速已达到每
小时 195公里，其风暴中心位于佛罗里
达州巴拿马城以南 410公里处，预计将
于 10日从佛罗里达州北部沿海地区登
陆。“迈克尔”可能是几十年来袭击佛罗
里达走廊地区最具破坏性的飓风。

美国联邦紧急措施署官员表示，佛
罗里达州预计有 50万人被要求或建议
撤离。美国总统特朗普9日宣布佛罗里
达州进入紧急状态。亚拉巴马州全州
及佐治亚州部分地区也进入紧急状态。

“迈克尔”将成为近一个月来登陆
美国本土的第二个大西洋飓风。9月中
旬，1级飓风“弗洛伦斯”从美国东海岸
的北卡罗来纳州登陆，缓慢掠过北卡罗
来纳州和南卡罗来纳州，已造成至少51
人丧生。

巴黎警方抓获
一抢劫华侨华人的犯罪团伙

新华社巴黎 10 月 9 日电法国巴黎
警察局 9日发布公告说，警方抓获了一
个专门暴力抢劫华侨华人的犯罪团伙，
目前在对11名涉案人员进行讯问。

公告说，该团伙在8月19日至10月
2日期间实施了13起针对华侨华人的暴
力抢劫。巴黎警方 8月接到数起报案，
其作案手法类似，这些案件随后交由巴
黎北郊的奥贝维利耶市警察局调查。
据调查，该犯罪团伙通常在受害者驾车
离开工作地点或餐厅时进行跟踪，在其
抵达住所后实施暴力抢劫。受害者均
为当地华侨华人。公告说，警方通过分
析作案手法、地点及时间，最终锁定了
一个由11人组成的犯罪团伙。

阿富汗一集会现场
遭自杀式爆炸袭击致8人死亡

新华社喀布尔 10 月 10 日电 阿富
汗南部赫尔曼德省政府发言人兹瓦克9
日向新华社记者证实，该省首府拉什卡
尔加市一处集会现场当天遭自杀式爆
炸袭击，造成至少8人死亡、10人受伤。

兹瓦克表示，伤者已被送往附近医
院接受救治，由于一些人伤势严重，死
亡人数可能上升。另据当地媒体报道，
死者中包括一名国民议会议员候选
人。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这
起袭击事件，警方正在进行调查。

香港将建1700公顷人工岛
供百万人居住

新华社香港10月10日电 香港特区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10日发表施政报告时
提出多个土地供应计划。其中，“明日大
屿愿景”将跨越 20 年至 30 年，建造约
1700公顷的多个人工岛，供 70万至 110
万人居住，其中七成为公营房屋。

林郑月娥表示，“明日大屿愿景”是
本届政府的重点工作，涉及香港未来数
十年的整体规划及多项大型基建的推
行，涉及多个政府部门和非政府机构，
需要周详的协调和大量统筹工作，将尽
快成立直接向她负责的专责统筹办事
处，就整体方向提供督导，统筹并监察
计划的规划及落实。办事处会按需要
扩展，让政策和执行有效对接。

林郑月娥指出，研究和设计工作将
于短期内启动，争取首阶段的填海工程
于 2025年展开。通过填海所得的土地
储备，可规划用于兴建 26万至 40万个
住宅单位，预计首阶段的住宅单位可在
2032年入住。她表示，大屿山是香港最
大的岛屿，香港国际机场坐落于此，是
香港通往世界各地的大门。待港珠澳
大桥通车后，香港与其他粤港澳大湾区
城市的交通将更为便捷，大屿山会成为
通往世界和连接其他大湾区城市的“双
门户”。

93岁院士780万元助学
1件衬衣却穿30年

央视新闻消息 据华中科技大学7日
发布的消息，93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该
校材料学院教授崔崑，又拿出 180万元，
注入到他和夫人朱慧楠教授于2013年设
立的“勤奋励志助学金”，帮助品学兼优贫
困学子。据了解，“勤奋励志助学金”设立
至今，崔崑院士和夫人共捐资600万元。

2013年，崔崑将一家人省吃俭用积
攒的 420万元捐给华中科技大学用于设
立助学金。据悉，对助学非常大方的崔崑
夫妇生活上却一直很节俭，崔崑院士的一
件衬衣可以穿30年。2013年捐钱设立奖
学金时，崔崑夫妇都住在校内院士楼，没
买房子；家里的家具比较老旧，电视甚至
还不是液晶的；平时就自己做饭。

中新网成都10月10日电 四川省达
州市达川区委宣传部 10日通报：截至 9
日15时50分，在达州市达川区东环南路
103号人行道路面塌陷灾害中，4名被困
人员全部救出，其中 2人经抢救无效死
亡，2人现场发现已死亡。

10月7日，达川区东环南路103号发
生人行道路面塌陷灾害，面积约 10平方
米，4人被困。灾害发生后，当地迅速成立
抢险救援指挥部，展开救援工作。由于路
面塌陷点周边房屋密集，塌陷深度最深达
15.6米，加之塌陷点土体堆积形成堰塞体，
持续降雨，涵洞积水7万余方，面临发生次
生灾害危险，整个救援工作难度巨大。

四川达州路面塌陷灾害
4名陷落人员找到 全部遇难

武汉住户入住新家已两年
书房甲醛仍超标

《楚天都市报》消息 搬入新家两年多，
可孩子经常身体不适，检测机构测定书房
甲醛等超标。家住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的
曾女士怀疑，是书房里的书柜作祟。

曾女士是2016年搬入小区的。新家
装修完毕后，书柜有油漆味，她认为多通
风就可以了。可入住后，孩子长期打喷
嚏，晚上睡觉还出现鼻塞等现象，医院检
查发现得了鼻窦炎，她怀疑是书柜散发的
异味所致。上月，她找了检测机构检测，
发现书房内的甲醛浓度还处于超标状态,
她认为书柜是污染书房内空气的元凶。
曾女士随后和家具公司交涉，该公司工作
人员表示，虽然两次检测都表明书房内的
甲醛浓度超标，但不一定就能表明是书柜
导致的。接到曾女士的反映后，他们也与
厂家沟通过，只要曾女士支付 3500元费
用，就可以更换其他材料的新柜体，但曾
女士未同意。“书柜购买时花了3万多元，
到现在还有味道，让人无法理解。”曾女士
表示，将向工商部门反映此事。

多空激战沪指涨0.18%
深成指跌0.44% 次新股爆发

昨日两市高开，三大股指盘初小幅
冲高，随后受白酒等权重板块回调所拖
累逐渐回落，触底之后有所回升，围绕平
盘线展开窄幅震荡。深成指今日表现较
差。截止收盘，沪指报2725.84点，涨幅
0.18%，深成指报8010.69点，跌幅0.44%；
创指报1346.70点，涨幅0.06%。

从盘面来看，钛白粉、燃气水务、
次新股、环保、集成电路等板块涨幅居
前，自贸港、白酒、航运、物流等板块跌
幅居前。

申万宏源证券表示，十字星上下
震荡的背后是多方力量的角逐，超级
权重脉冲式强拉护盘，国家队仍然在
干预市场。但强扭的瓜不甜，要靠自
然熟。要想真正走出一波反弹行情，
要靠两点：一是市场自发式上涨，而不
是靠强拉，二是成交量得放出来，资金
得自发进场。

联系电话:15390836833

三精双黄连牙膏诚招
九江各区、县(县级)代理商

黄金屋商铺王
华东市场长江大道路边拐角98m2108；华东
市场79m2两层68.8万年租34000；利江市
场40.25m245万月租1800；大中路步行街
162.82m2，1280万年租80万；东方塞纳西
门口64.27m2，65.8万。15870869258

九江市一家拥有职业棋手
担任教练的围棋培训机构。
电话：13320024040

荣华棋院

都 市 情 缘
没有婚托的婚介

海量信息 真实保密 假日不休！招聘红娘

96868 离异男 84年，身高180cm，本科，事业
单位设计师，阳光俊朗，沉稳谦和，有房二套，有
车，一女随对方。觅：身材高挑，相貌俊俏女士。
95953 未婚男 74年，168cm，九江人，本科，教
师，月薪5000+，书香门第，有房、有车，家境优。
觅：身材苗条，温柔贤惠，80年左右出生的女子。

网址：WWW.0792love.com
百合老师：8123820 QQ：2224386035
肖总电话：13879260948（可加微信）
地址：烟水亭电信营业厅附近大交通巷三楼（大华牙科旁）

8229333
喜洋洋搬家

搬公司、搬厂、专业搬
钢琴、空调拆装、起重、
长短途搬家。

叉车出租2-10t 搬家起步价：200元

刊
登
热
线

15170993505
13979214481

地址：南湖支路1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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浔阳晚报旗下
生活服务平台

毛家饭店8989789/8770707
尚鱼餐厅8212877/8356009
和味水立方 家宴首选 8553379
回收家中各种老酒13970257299

● 政务服务热线：12345
● 物价投诉举报：12358

● 公积金咨询：12329
提前发现脑梗、脑中风，中医治高血压、糖
尿病、心脏病等。聘康复理疗师及文员。
咨询：13320025312

张机医馆

长途搬家，
公司搬家，
搬钢琴、空
调、家具拆
装等。

吊车、
叉车出租
起步价：200

前进搬家
8582345

老字号

陈年老酒、老钱币
13517026144

高价
回收
高价回收陈年老酒、老钱币

13517026144

市区酒店二层楼二十多间
房，整体转让，原用于按摩，
足浴，装修豪华，有意者联系
刘先生13879208819

低价转让

住房招租
三中附近，沙子墩，三室一厅，
条件简朴但功能齐全，租金面
议，租期一年以下勿扰。
15979941700（周女士） 1、购东航机票送机场大巴票

2、承接包车、接送机(高铁)
3、环庐山景区直通车每日三班
咨询电话：0792-8505890

九江长运集团（九江市旅游集散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