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期护理保险参保
超过 1.4亿人

160 万失能者年人均减负超 1.5 万元

2021 年袁我国城乡居民高血压尧糖尿病门诊用药保障机制累计惠及
1.2 亿患者袁减轻用药负担 411.6 亿元曰长期护理保险国家试点城市增至
49 个尧参保超过 1.4 亿人袁累计 160 万失能群众获益袁年人均减负超过 1.5
万元遥

根据国家医保局发布的消息袁2021 年袁42 个胰岛素专项集采品种平
均降价 48%袁人工髋关节尧膝关节集采产品平均降价 82%袁预计惠及近
1100 万患者袁每年减负近 300 亿元曰前五批国家集采药品和冠脉支架全
年节省用药费用近 1700 亿元遥 2021 版药品目录品种增至 2860 种袁67 种
谈判药品平均降价 62%袁14.2 万家医药机构供应谈判药品袁 国谈药全年
累计惠及患者 1.4 亿人次袁减负 1500 亿元遥

所有统筹地区都已开通住院和普通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尧跨省异
地就医线上备案遥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惠及群众住院 440.6 万人次袁普
通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惠及群众门诊就医近千万人次遥

国家医保局表示袁2022 年袁 我国将做好新冠疫苗及接种费用保障袁
降低疫苗和核酸检测价格曰严格落实待遇清单制度袁推动药品目录尧耗
材目录全国统一袁稳步推进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袁扎实做好生育保险
工作曰理顺支付和补偿机制袁开展药品目录动态调整袁全面深化支付方
式改革袁最大程度发挥医疗保障效能曰常态化制度化开展药品集采袁力
争年内国家和省级集采药品总数累计达到 350 个以上袁实现在化学药尧
生物药尧中成药全方位推进集采的格局曰完善异地就医结算机制袁提高
直接结算率遥 孙乐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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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IJIN BAO

绎1 月 16 日袁 中国首条跨海高铁要要要新建福 渊州冤厦
渊门冤 铁路木兰溪特大桥斜拉桥主梁顺利合龙遥 新建福州至
厦门铁路又称福厦高铁袁北起福建省福州市袁途经莆田市尧泉
州市袁南至厦门市和漳州市袁全长 277.42 公里袁设计时速 350
公里遥 木兰溪特大桥位于莆田市木兰溪河畔袁全长 18.747 公
里袁是全线重难点及控制性工程之一遥 丰家卫

绎玉兔二号月球车野出差冶已经 3 年多了遥作为月球背面
唯一的人类航天器袁它拍摄了超 1000 幅图像遥 这些野摄影作
品冶详细记录了月球多个不同时期的撞击坑地貌袁为进一步
研究月球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数据资料遥 新华社

绎据外媒报道袁1 月 16 日袁 马里前总统易卜拉欣窑布巴
卡尔窑凯塔在位于马里首都巴马科的家中去世遥 凯塔出生于
1945 年袁于 2013 年至 2020 年担任马里总统遥 2020 年 8 月袁
马里发生军事政变袁凯塔被政变军人扣留袁后宣布辞去总统
一职遥 韩蓄

绎美国得克萨斯州科利维尔当地时间 15 日发生劫持人
质事件袁 该州州长雷格窑阿伯特随后发推文称袁野祈祷得到了
回应袁所有人质都活着出来了袁并且安全冶遥 据美联社最新报
道袁在阿伯特发推文之前袁事发地曾传出一声巨响袁听起来像
枪声遥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执法官员向美联社透露袁劫持者
后来被宣布死亡遥 张江平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铁路工
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袁 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尧
劳动精神尧工匠精神袁激励广大铁路干部职工
勤于创造尧勇于奋斗袁更好地发挥交通强国铁
路先行主力军作用袁 在 2022 年春运即将到来
之际袁16 日袁中央宣传部尧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
限公司向全社会公开发布 2021 年 野最美铁路
人冶先进事迹遥 发布仪式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举行遥

2018 年以来袁中央宣传部与中国国家铁路
集团有限公司连续 4 年开展 野最美铁路人冶评
选活动遥 该活动已经成为激励广大铁路干部职
工立足本职岗位尧 主动履职尽责的重要载体袁
成为社会各界了解铁路尧 支持铁路的重要窗

口袁产生了积极影响遥
2021 年获得野最美铁路人冶称号的共有 10

名先进个人袁他们分别是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
有限公司上海机辆段动车组指导司机冯剑坚袁
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昆明北车辆段
检车员陈向华袁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
洛阳工务段杨连弟桥隧工区工长李玉斌袁中国
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衡阳车务段衡阳站
值班员王军袁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大
连站客运车间值班站长刘晓云袁中国铁路太原
局集团有限公司朔州车务段宋家庄站业务主
管薛胜利袁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金鹰
重工工程机械研究院副院长王江袁京张城际铁
路有限公司运输安全部副部长王久军袁中国中

车唐山机车车辆有限公司车体事业部高级技
师张雪松袁青藏铁路公安局格尔木铁路公安处
乘警支队政委郑天海遥

这些野最美铁路人冶全部来自铁路基层一
线工作的平凡岗位袁 是铁路行业 200 多万干
部职工的优秀代表遥 他们是勤勉务实的劳动
者尧脚踏实地的奋斗者尧朴实无华的追梦者遥
冯剑坚能娴熟驾驶九大类 28 种机车车型袁与
复兴号一起奔驰在祖国广袤的大地上曰 陈向
华 30 年安全检车 28.8 万余辆袁成了铁路车辆
检修的技能大师曰李玉斌矢志赓续红色血脉袁
以实际行动延续祖孙三代 60 年守护英雄桥
的责任与使命曰 王军在铁路行车第一线恪守
标准不走样袁 成为全路车站值班员中最年轻

的首席技师曰刘晓云始终把旅客装在心中袁在
平凡的客运服务岗位上赢得无数赞誉曰 薛胜
利心系野国之大者冶袁长年奋战在大秦铁路货
运主战场曰王江坚持不懈自主研发 30 余种铁
路大型养路机械袁多项产品走上高原铁路袁还
走出国门袁为野一带一路冶建设增光添彩曰王久
军用满腔热血助力京张高铁建设袁为实现野精
品工程智能京张冶目标作出了积极贡献曰张雪
松潜心攻关智能制造袁 填补了高速动车组技
术领域多项空白曰 郑天海战斗在全路海拔最
高铁路公安派出所十余载袁 用生命守护着站
区安全噎噎

发布仪式现场播放了野最美铁路人冶先进
事迹的视频短片袁从不同角度采访讲述了他们

的先进事迹尧价值追求和工作生活感悟袁展示
了铁路人在新时代新征程中的先行风采尧服务
本色尧担当品格尧奋斗精神遥 中央宣传部尧中国
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同志为他们颁发
野最美铁路人冶证书遥

野最美铁路人冶的先进事迹生动精彩尧感
人至深尧催人奋进遥 铁路职工代表纷纷表示袁
新时代中国铁路领跑世界袁 铁路人倍感自
豪尧重任在肩袁要以野最美铁路人冶为榜样袁积
极投身交通强国铁路先行生动实践袁埋头苦
干尧勇毅前行袁以实际行动推动新时代铁路
高质量发展袁 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尧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再立新功遥

黄康懿

南太平洋岛国汤加的洪阿哈
阿帕伊岛海底火山 14 日喷发后袁15
日再次剧烈喷发袁引发的海啸波及
环太平洋多个地区遥 目前袁海啸浪
潮已抵达美国西海岸袁日本一度要
求民众采取避难措施遥

汤加全境被火山灰遮蔽
洪阿哈阿帕伊岛位于汤加首

都努库阿洛法以北约 65 公里处袁火
山喷发后袁大量火山灰尧气体与水
蒸气形成巨大云团升入高空遥 汤加
全境迅速被火山灰等遮蔽袁当地通
信网络受到干扰袁国内航班全部取
消遥

火山喷发引发海啸遥 社交媒体
上流传的视频显示袁 巨浪冲上海
岸袁淹没道路袁涌入民宅遥 15 日傍
晚袁首都努库阿洛法已停电遥

此前袁汤加政府部门已全部关
闭袁地质部门呼吁民众避免外出并
保护好蓄水装置遥 汤加警方也在首
都的海滩加强巡逻袁要求民众转移
到地势较高处遥

洪阿哈阿帕伊岛是高度活跃的
汤加-克马德克群岛火山弧的一部
分遥2015 年袁洪阿哈阿帕伊岛火山也
曾发生过大的喷发遥 去年 12 月 20
日袁该岛火山也曾连续喷发数日遥

新西兰军方随时待命
汤加火山喷发后袁 周边的斐

济尧瓦努阿图等地均发布了海啸预
警遥 新西兰国家紧急事务管理局 15
日发布警告袁新西兰北部尧东部沿
海地区及南岛西海岸可能会受到
巨浪袭击袁 建议人们远离港口尧河
流和河口遥 新西兰军方表示袁他们

正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袁并随时待
命遥

新西兰总理阿德恩 16 日在新
闻发布会上表示袁目前主要的海底
通信电缆受到影响袁与汤加的通信
受限袁尚未收到汤加方面关于人员
伤亡的报告遥

她说袁新西兰已正式提出向汤
加提供援助袁一架军机已准备好于
17 日早上对汤加进行监视飞行遥 新
西兰还考虑在需要时部署一艘海
军舰艇遥

奥克兰大学地球科学教授沙
恩窑克罗宁 16 日表示袁所有迹象表
明袁巨大的火山口已经苏醒袁喷发
活跃期可持续数周甚至数年遥

日本发出野避难指示冶
1 月 16 日零时 15 分袁 日本气

象厅针对奄美群岛尧吐噶喇列岛发
布海啸警报袁同时向日本列岛太平
洋沿岸地区发布海啸提示遥

这是日本自 2016 年 11 月以来
首次发布海啸警报遥 气象厅警告
说袁海啸会反复抵达袁呼吁当地居
民在警报解除之前停留在安全地
带遥

截至 16 日上午袁日本观测到的
最大海啸是奄美市的 1.2 米袁 其他
大部分太平洋沿海地区的海啸高
度都不到 1 米遥 根据气象厅发布的
海啸警报和海啸提醒袁日本 8 个县
共对 23 万人发出了 野避难指示冶遥
在奄美群岛袁当地居民及游客连夜
到高处避难袁 道路一度发生拥堵遥
在高知县尧三重县尧德岛县等地袁20
余艘船只沉没或倾覆遥

16 日下午袁日本海啸警报和海
啸提示全部解除遥

海浪抵达美国西海岸
美国西部时间 15 日凌晨袁美国

国家气象局国家海啸预警中心对
夏威夷尧美属萨摩亚尧阿拉斯加南
部和阿留申群岛的部分地区发布
了海啸警报袁 并对加利福尼亚州尧
俄勒冈州尧华盛顿州的沿海区域发
布了海啸提示袁要求民众暂时远离
海滩尧港口尧码头等地袁低洼地区的
居民向高处转移遥

当天早晨袁 海啸引发的浪潮
逐步抵达加利福尼亚州海岸遥 官
方观测到的最高海浪在加州靠近
旧金山的蒙特雷袁大约 60 多厘米
高遥

目前袁海啸未对美国西海岸造
成太大损害袁但当地政府依然严肃
应对遥 当地警方已前往海滩袁疏散
游玩的民众遥 在沿海城市的一些港
口袁 住在船上的人们也被要求离
开遥 张永兴

卫冕冠军焦科维奇
无缘澳网

世界网坛男单野一哥冶焦科维奇 16 日发布声明说袁他尊重澳联邦
法院当天的裁决袁将离开澳大利亚袁无法参加一天后揭幕的 2022 年
澳网公开赛遥

澳广播公司等多家当地媒体当日转发了焦科维奇的声明遥 焦科
维奇在声明中表示袁他感到极度失望袁因为澳法院当天驳回了他的申
请要要要对澳移民事务部长霍克取消其签证的决定进行司法审查遥 野我
尊重法院的裁决袁我将就我出境事宜与有关部门合作遥 冶他说遥

在澳政府本月第二次撤销焦科维奇的签证后袁 他的律师团队 16
日与澳政府再次对簿公堂遥 此前袁澳法院 10 日曾做出裁决袁推翻澳政
府相关部门撤销焦科维奇澳签证的决定遥 但四天后袁霍克宣布袁他野以
健康和良好秩序为由冶袁再次撤销了这位澳网野九冠王冶的签证遥16 日袁
澳法院裁决后袁持续 10 天左右的野签证风波冶结束遥

他在 16 日的声明中表示袁在发表任何进一步声明前袁他将花一
些时间休息和恢复遥 他还表示感谢家人尧球迷等和塞尔维亚同胞给他
的支持遥 野你们都给了我很大的力量冶遥

2021 年袁焦科维奇先后夺得澳网尧法网尧温网男单冠军袁追平了费
德勒和纳达尔保持的公开赛时代 20 个大满贯单打冠军纪录遥

岳东兴 白旭

中央宣传部尧国铁集团

联合发布 2021年“最美铁路人”先进事迹

双外援同时发威
首钢队大胜山西队

从开局阶段就奠定了良好基调袁双外援都发挥出色袁北京首钢队
在昨天的 CBA 联赛中以 115 比 90 大胜山西队袁 报了上次输给对手
的一箭之仇袁同时取得三连胜遥

在两队本赛季第一次交手中袁首钢队输掉了比赛遥 这一次首钢队
准备地更加充分袁比赛状态也更好遥林书豪从比赛一开始就展现出较
强的攻击欲望袁几次突破上篮完成取分遥 林书豪进攻打开后袁首钢队
其他球员也有更好的进攻机会遥从第一节的尾声到第二节的开局袁首
钢队接连打出得分高潮袁就此奠定胜局遥 后边时间袁首钢队没有给对
手太多反扑机会袁每当山西队持续得分的时候袁吉布森总是能够通过
外线的进攻袁给予很好回应遥

首钢队两名外援表现出色袁林书豪能够保持足够的攻击力袁发挥
出串联和组织的作用袁本场比赛得到 20 分袁场上效率是全队最高的
一个遥 吉布森能够给予球队持续的进攻火力袁得分能力很是突出袁得
到全队最高的 28 分遥

首钢队在击败山西队后袁取得了三连胜遥 按照球队目前的状态以
及后边赛程袁首钢队的连胜势头很可能还会持续下去遥 陈嘉堃

海啸浪潮抵达美国西海岸

环太平洋多国受汤加火山喷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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