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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规范食盐零售市场秩序，确保食盐安全，根据国务院《盐业管理条例》、《河北
省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监督管理条例》、省政府2016年12月31日颁布的《河北
省盐业体制改革实施意见》(冀政字[2016]73号)及市政府《关于公布邢台市证照事
项清单的决定》(邢政发[2017]1号)有关规定，我处定于2017年3月1日—31日统一
换发《食盐零售许可证》，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邢台市供销社盐业行政管理处是市政府授权的盐业行政管理机构，承担全
市盐政管理任务，负责市区（含桥东区、桥西区、经济开发区、七里河新区）《食盐零
售许可证》的换发工作。

二、《食盐零售许可证》办理地点：市政府政务服务中心（泉北西大街与滨江路
交叉口东行100米路南）一楼西侧供销社窗口。咨询服务电话：2698068。

三、为给广大食盐零售商户提供便捷服务，政务中心供销社窗口严格实行一次
性告知（换证时请携带食品经营许可证原件及复印件、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简化
程序，减少环节，缩短时限，即来即办，对行动不便或边远的商户,还可提供预约上
门服务。经审核合格，免费换发全省统一的《食盐零售许可证》，原发旧证同时作废。

四、邢台市区所有食盐零售商户要依法办理《食盐零售许可证》，并从市区取得
食盐批发许可证的公司购进食盐，持证规范经营。为确保改革过渡期盐业市场稳
定和食盐安全，自2017年4月1日起，市供销社盐业行政管理处将开展拉网式检查，
对擅自贩运、加工、销售食盐的，会同工商部门依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二○一七年二月二十三日

邢台市供销社盐业行政管理处
关于集中换发《食盐零售许可证》的通知

据新华社北京 2 月 23 日电
（胡浩 冯洛苏）教育部教育督导局
局长、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
室主任何秀超 23 日在新闻发布会
上介绍，截至2016年底，全国共1824
个县（区、市）通过全国义务教育均
衡发展督导评估认定，占全国总数的
62.4%。

2013年国家启动义务教育发展
基本均衡县（区、市）的督导评估认定
工作。据统计，4年来全国在义务教
育阶段经费累计投入2.73万亿元，全
国共新建学校1.2万所、补充教师约
130万人。

何秀超指出，虽然义务教育均衡

发展工作取得很大成绩，但一些地方
依然存在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未
落实到位，从基本教学装备到信息化
条件还存在薄弱环节，教师队伍建设
亟待进一步加强，学校管理水平和教
育资源使用率有待提高，有特殊需求
学生的教育及保障机制有待完善等
问题。下一步，教育部门将重点做好
四个方面工作：一是保障经费法定增
长，拓宽资源供给渠道。二是统一学
校建设标准，实施城乡一体发展。同
步解决城区“大班额”和农村“空心
校”问题。三是精准补充教师队伍，重
视学校管理改进。四是推进巩固提升
并重，全面提高均衡水平。

教育部：

全国六成县实现义务
教育发展基本均衡

据新华社北京 2 月 23 日电
（记者王优玲）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
部长陆克华23日说，房地产税的问题
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的改革任务，要
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

“有关部门正在按照中央要求开
展工作。”在当日举行的国新办新闻
发布会上，陆克华回应媒体提出的房
地产税推进工作进展问题时说。

对于房地产长效机制的建立，住
建部部长陈政高说，现在具备了建立
房地产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的条

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不仅确定了房
子的定位，同时提出了建立基础性制
度和长效机制的目标、标准、途径。这
为制定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指明
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尽管2017年房地产市场面临
许多矛盾和问题，面临许多不确定的
因素，但我认为有利条件更多，我们
有能力、有办法来保持房地产市场平
稳健康的发展。”陈政高说。不论从环
比看，还是从同比看，预计今年一季
度房地产价格会继续趋于稳定。

住建部：

要适时推进房地产税改革

据新华社长沙 2 月 23 日电
（记者帅才）燕窝被认为有“养阴润
燥、益气补中”的功效，是春季食补的
好选择，受到消费者青睐。然而，由于其
价格不菲，燕窝造假事件也层出不穷。

邓曼静说，燕窝尤其是血燕，是
昂贵滋补品，目前国内销售的燕窝大
多数从东南亚一些国家进口。出于牟
取暴利的目的，一些不法商家会把普
通的草燕的燕盏当作燕窝来出售，还
有一些不法分子用二氧化硫等给假
燕窝漂白，让它们在外观上与真燕窝
更接近。

邓曼静说，燕窝来源于雨燕科动
物金丝燕及多种同属燕类用唾液或

唾液与绒羽混合所筑成的巢窝，按照
品种不同有白燕、毛燕、血燕之分。天
然燕盏的形状、大小、厚薄、色泽等均
不一致，每盏的纤维组织呈不规则的
状态。完整的燕窝呈不整齐的半月形
或船形，常凹陷成兜状，一般长6厘
米—10厘米，宽3厘米—5厘米，表面
呈现黄白色或灰白色，放大镜下可见
细小羽毛；天然燕窝在光源下观看属
于半透明状，假的燕窝则完全不透
光；真燕窝质硬而脆，断面细腻，呈角
质样光泽，浸水后柔软膨胀，膨胀后
的燕窝不粘手，晶亮透明，轻压有弹
性；天然燕窝在经过火烧后，有头发
烧焦的焦臭味，气微腥，味微咸。

春季进补燕窝受青睐

专家支招识别天然燕窝

据新华社广州 2 月 23 日电
（记者王攀）记者23日从中国地质
调查局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获悉，
科考船“海洋六号”当地时间 22
日晚间10时驶离智利港口瓦尔帕莱
索返航广州。返航期间，“海洋六
号”将在前期工作基础上，在太平
洋海域开展深海地质调查工作。这
也意味着由该科考船执行的2016—
2017大洋南极科学考察航次正式进
入尾声。

2016—2017大洋南极科学考察
航次首席科学家、中国地质调查局
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副总工程师何
高文介绍说，此次深海地质调查工
作主要调查内容包括多波束地形测
量、浅地层剖面测量、沉积物柱状

取样等，工作区域位于太平洋海
域，作业时间约20天，途中将停靠
法属塔希提岛。“海洋六号”预计于
4月初驶抵广州。

“海洋六号”是我国一艘集
地质、地震等多项调查功能为一
体、配置较为完善的综合调查
船，配有海洋地球物理、海洋地
质、海洋地球化学、深海水下遥
控探测 （深海机器人） 和水文调
查等世界先进设备及相应的实验
室，具备极地夏季轻度冰区航行
和综合调查能力。

自2011年起，该科考船连续六
年远赴太平洋执行中国大洋科考和
深海资源航次任务，取得了一批重
要的基础资料和科学成果。

“海洋六号”科考船

奔赴太平洋开启深海考察

图为红外相机拍摄的灰腹角雉。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2月22日确认，在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近日拍摄到一只成年雄性灰腹角雉，这是在中国境内自然环境中首次拍摄到的此鸟类照

片，具有重要的科研价值。
据介绍，照片由“自然影像中国·美丽生态德宏”项目组在地处中国西南边境的云南省德宏州拍摄的。专家组22日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召开鉴定会，来自北

京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北京林业大学等机构的专家对照片和相关情况进行分析后确认，这是中国境内自然环境中首次拍摄到的野生灰腹角雉。
（新华社发）

中国境内首次拍摄到野生灰腹角雉

新华社记者 徐博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23 日
公布了 2017 年版国家基本医疗保
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
人社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新版目录
扩大了基本医疗保险用药保障范
围，有利于减轻参保人员目录外药
品费用负担，也将对临床用药技术
进步产生推动作用。

收录西药、中成药2535
个药品

这位负责人介绍，国家基本医
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
目录是医疗、工伤、生育等社会保险
的基本政策标准和重要保障措施。
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建立以来，国家
分别于2000年、2004年、2009年调
整发布了三版药品目录。

2017 年版药品目录由凡例、西
药、中成药和中药饮片四部分组成。
凡例是对药品目录的编排格式、名
称剂型规范、限定支付范围等内容
的解释和说明，西药部分包括了化
学药和生物制品，中成药部分包括
了中成药和民族药，中药饮片部分
采用排除法规定了基金不予支付费
用的饮片。西药、中成药部分共收载
药品2535个，较2009年版目录新增
339个，增幅约 15%。其中西药 1297
个，中成药1238个。中药饮片部分未
作调整，仍沿用2009年版药品目录
的规定。

新版目录不仅适用于基本医疗
保险参保人员，也适用于工伤保险
和生育保险参保人员。为落实《国家
职业病防治规划》和《关于印发加强
农民工尘肺病防治工作的意见的通
知》，目录制定中对工伤保险用药予
以特殊考虑：一方面充分考虑了职
业病等特殊疾病的用药需求，新增
了治疗尘肺病的汉防己甲素等药
品；另一方面药品目录中A型肉毒
毒素注射剂等5种药品的“备注”一
栏标为“限工伤保险”，这些药品仅
限于工伤保险基金支付，而不属于
基本医保基金的支付范围，也就是
说工伤保险的用药范围要超过基本
医疗保险的用药范围。

关注儿童用药、重大疾病
用药

这位负责人表示，新版药品目
录有5个比较鲜明的特点：

一是新增了 91 个儿童药品品
种，药品目录中明确适用于儿童的
药品或剂型达到 540 个，加大了儿
童用药保障力度。

二是加大了对创新药的支持力
度。医药行业创新发展意味着研制
和生产出质量更好、疗效更佳、成本
更低的药品。为此，目录调整中将
2009年后上市的新药作为重点评审
对象，并对其中的创新药进一步倾
斜。2008年至2016年上半年我国批
准的创新化药和生物制品中，绝大
部分都被纳入了2017年版药品目录

范围或谈判药品范围，仅很少的品
种因不属于医保支付范围（疫苗）或
临床认可度较低等原因未被纳入。

三是重点考虑重大疾病治疗药
物。治疗癌症、重性精神病、血友病、
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重大疾病
的常用药品基本被纳入了药品目录
或谈判药品范围。

第四，大力支持中药、民族药。
在坚持“中西药并重”的基础上，加
大对中药和民族药的支持力度，
2017年版药品目录中西药与中成药
占比分别达到 51%和 49%，基本持
平。专门组织了少数民族医药专家
对蒙古族、藏族等民族的传统药进
行评审，新增民族药 41 个，增幅达
90%，比例明显高于其他药品。

第五，与2015年国家谈判药品
做好衔接。替诺福韦、埃克替尼、吉
非替尼等3个药品均经专家评审纳
入了药品目录。此外，大力支持基本
药物制度。绝大部分国家基本药物
被纳入了药品目录甲类部分，支付
比例高于乙类药品。

新版目录执行后，参保人员使
用目录内西药、中成药及目录外中
药饮片发生的费用，按基本医疗保
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有关规定
支付。国家免费提供的抗艾滋病病
毒药物和国家公共卫生项目涉及
的抗结核病药物、抗疟药物和抗血
吸虫病药物，参保人员使用且在公
共卫生支付范围的，基本医疗保
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基金不予
支付。

拟谈判药品在适当降价后
纳入目录

这位负责人表示，部分专利、独
家药品属于临床必需，疗效确切，但
是价格较为昂贵，要对这些药品探
索建立谈判准入机制，通过谈判、适
当降价后，再将符合条件的药品正
式列入药品目录。

此次目录评审中，经过咨询专
家评审、遴选专家投票等程序，确定
了45个拟谈判的药品。这些药品中
近一半为肿瘤靶向药物，涵盖了白
血病、肺癌、胃癌、结直肠癌等常见
肿瘤，其他为心脑血管疾病、罕见
病、糖尿病等重大疾病用药。

“下一步我们将在确认相关企
业是否具有谈判意向后，向社会公
布拟谈判药品名单并按相关程序组
织谈判，将达成一致的品种纳入医
保基金支付范围，在更好的保障参
保人员临床用药需求的同时保证基
金平稳运行。”这位负责人说。

据了解，医保药品目录分为甲
目录、乙目录。按照基本医疗保险有
关规定，各省（区、市）可以按规定对
国家医保药品目录中的乙类药品部
分进行适当调整，并发布本省（区、
市）的医保药品目录。这意味着，在
国家的新版医保药品目录公布后，
各地还将确定本地目录。

这位负责人说：“我们要求此项
工作应于2017年7月31日前完成。

（据新华社北京2月23日电）

新版医保药品目录公布

关注儿童用药、重大疾病用药

新华社北京2月23日电（记者
申铖、郁琼源）“针对个别地区存在
的违法违规举债担保行为，发现一
起，查处一起，问责一起，绝不允许
任何人凌驾于国家法律之上。”财政
部预算司有关负责人23日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

针对近期有关财政部请部分省级
政府和中央有关部门依法问责地方违
法举债担保行为的报道，该负责人表
示，财政部确实于2016年组织相关
地区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进行了专项

核查，并对涉及违法违规举债担保的
市县政府、金融机构，依法提出处理
建议。

“此次核查的对象主要是审计
署对201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
财政收支的审计报告中反映的违法
违规举债担保的地区。”该负责人透
露，目前相关地区省 （市） 委省
（市）政府、中央部门正抓紧组织部
署核实情况，待核实后严格依法处理
和问责。

天风证券研究所固定收益首席分

析师孙彬彬说，财政部此举有利于规
范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也有利于金融
机构和市场提高风控水平。经过债务
甄别、置换、清理等一系列的举措，
目前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可控。

该负责人进一步表示，财政部严
打违法违规举债担保行为的决心不会
动摇。“下一步将继续强化执法问
责，开展专项核查，对违法违规举债
担保行为一律依法问责到人，坚决遏
制违法违规举债担保行为蔓延，严控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同时，将继续强化地方政府债务
限额管理、预算管理；依法界定地方
政府债务边界，指导省级政府妥善化
解融资平台公司等其他债务风险，明
确政府和企业的责任，切实做到谁借
谁还、风险自担。

“此外，未来还将加强跨部门联
合监管，防范地方政府变相举债和违
法担保，引导金融机构提高风险管理
水平、依法合规提供融资，规范金融
创新行为，避免金融风险与财政风险
交叉传染。”该负责人说。

“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问责一起”
——财政部严打违法举债担保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