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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降幅 56.7%

11 月底前有望买到降价后的抗癌药
记者 11 日从国家医疗保障局召开的政策吹风会上获
悉，新纳入医保的 17 种抗癌药支付标准较零售价平均降幅
达 56.7%，患者 11 月底前有望买到降价后的抗癌药。
国家医疗保障局日前印发通知，将 17 种谈判抗癌药品
纳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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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同步确定了这些药品的医保
支付标准。
国家医疗保障局医疗组牵头人熊先军介绍，本次纳入
药品目录的 17 种药品中，包括 12 个实体肿瘤药和 5 个血
液肿瘤药，均为临床必需、疗效确切、参保人员需求迫切的
肿瘤治疗药品，涉及非小细胞肺癌、肾癌、结直肠癌、黑色

素瘤、淋巴瘤等多个癌种。
与平均零售价相比，谈判药品的支付标准平均降幅达
56.7%，大部分进口药品的支付标准低于周边国家或地区市
场价格，
平均低 36%，
将极大减轻我国肿瘤患者的用药负担。
本轮抗癌药医保准入专项谈判工作于今年 6 月启动，
从医保目录外的 44 个独家抗癌药中，经组织专家评审和投
票遴选，并经认真评估谈判最终确定了 17 种药物进入医保
目录。
据悉，今年的谈判药品多为近两年上市的新药，其中，
奥希替尼片、伊沙佐米胶囊、阿法替尼片等 10 种谈判成功
的药品均为 2017 年之后上市的品种，剩余专利期较长，谈

31 省份最低工资排行出炉：
上海最高 你家乡第几？
最低工资排行榜出炉。人社部 10 日公布全国各地区月最低工资标准情况(截至 2018 年 9 月)，其中，上海
月最低工资标准达到 2420 元，为全国最高。上海、广东、北京、天津、江苏、浙江这 6 个省份月最低工资标准超
过 2000 元大关。你的家乡排第几？
□据中新社

月最低工资：上海 2420 元最高
根据《最低工资规定》，最低工资标准一般采取
月最低工资标准和小时最低工资标准的形式。月最
低工资标准适用于全日制就业劳动者，小时最低工
资标准适用于非全日制就业劳动者。
在 31 省份中，上海月最低工资标准达到 2420
元，排名第一。 目前，上海、广东、北京、天津、江苏、
浙江 6 省份月最低工资标准已超过 2000 元大关。

全国各地区月最低工资标准情况

小时最低工资：北京 24 元最高
在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方面，北京、上海、天津、广
东的小时最低工资标准超过 20 元大关。
其中，北京小时最低工资标准全国最高，为 24
元 。 上 海 次 之 ，为 21 元 ；天 津 位 居 第 三 ，达 到 20.8
元。广东为 20.3 元，位居第四。

最低工资包含“五险一金”吗？
每当最低工资标准发布后，很多人会问，最低工
资里是否包括个人缴纳的“五险一金”？
事实上，对于最低工资标准是否包含个人缴纳
的“五险一金”，各地规定不尽一致，所以各地的最低
工资的“含金量”也有高有低。多数地方明确包含在
内。如，四川明确，最低工资标准包含个人应缴纳的
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 有的地方明确不包含，
如，北京、上海明确，劳动者个人应缴纳的各项社会
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不作为最低工资标准的组成
部分，用人单位应按规定另行支付。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说，不包含“五险一
金”的最低工资标准，其“含金量”更高。因为用人单
位需要另行支付，对于劳动者来说，拿到手的工资也
就更多。
来源于人社部官网

工资低于最低工资标准怎么办？
根据《最低工资规定》，在劳动者提供正常劳动的情况
下，用人单位应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在剔除下列各项以后，
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一)延长工作时间工资；(二)中
班、夜班、高温、低温、井下、有毒有害等特殊工作环境、条件
下的津贴；
(三)法律、
法规和国家规定的劳动者福利待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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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你的工资在剔除上述各项后，不能低于当
地最低工资。 如果你发现自己的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
标准，可向“12333”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热线或当地劳动
保障监察机构投诉，也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机构申请仲
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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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难度很大。
“本次谈判，我们充分发挥医保集团购买的优势，坚持
临床价值导向和鼓励创新，坚持基本保障，坚持专家评审机
制，坚持公平公正公开。通过与企业平等协商，明显提高了
医保用药保障水平，降低了患者用药负担，控制了医保基金
支出，
实现了参保人、
医保、
企业
‘三赢’
的目标。
”
熊先军说。
下一步，国家医疗保障局将指导地方做好谈判药品的
落地工作，
要求各地抓紧在省级集中采购平台公开挂网并组
织医院采购，
同时将协调配合有关部门加强对医生用药的指
导，保障抗癌药的采购和合理使用，确保药品进得了医院，
患者 11 月底前逐步能买到降价后的抗癌药。□据新华社

内蒙古一老人
迷信“大仙”
被诈骗 100 余万元
花光所有积蓄、变卖２套房产……内蒙
古自治区霍林郭勒市一老人因迷信号称“大
仙”的包某某能“驱邪治病”
“ 算出彩票中奖
号 码 ”，在 3 年 多 的 时 间 里 被 诈 骗 100 余 万
元。日前内蒙古警方侦破了这起以封建迷
信方式实施诈骗的案件，为受害人挽回损失
90 余万元。
2012 年，年近六旬的内蒙古霍林郭勒市
居民庞某某因经常失眠、身体不适，经人介绍
找到了内蒙古科尔沁左翼后旗的包某某。简
单交流后，包某某说庞某某身上有“不干净的
东西”，让她支付 500 元钱，晚上再为她“念经
驱邪”。庞某某信以为真，付款后回家。
此后，庞某某身体并未好转，又多次找到
包某某，并多次支付钱款。一次“看病”过程
中，包某某表示自己可以帮别人“出山”做“大
仙”，还可以算出彩票的中奖号码。庞某某动
了心，表示想“出山”，但包某某总是以太耗
“功力”、会“折寿”等理由拒绝。
为表诚心，庞某某多次向包某某支付成
百上千甚至上万元的钱财。从 2012 年 3 月到
2015 年 10 月，庞某某共支付“看病”
“ 出山”
“法事”等费用 100 余万元。为此，庞某某花
光了积蓄，变卖了２套房产，甚至还借过高利
贷。庞某某和患有残疾的丈夫，只能暂居出
租房，却还幻想着“出山看病”
“中大奖”。
2015 年底，庞某某外出务工的两个儿子
回家，在他们的解释和劝说下，庞某某意识到
自己被骗。由于在两年多的时间里要钱未
果，2018 年 1 月 12 日，庞某某向科尔沁左翼
后旗公安局报案。
办案民警了解情况后，立即走访调查。
经过近８个月的侦查，查明了庞某某被骗事
实，确定包某某为案件嫌疑人。但案件办理
初期，包某某拒不交代自己的行为并百般抵
赖。办案民警迅速改变策略，通过适时出具
证据，逐步瓦解了包某某的侥幸心理。最终，
包某某对其利用迷信方式诈骗庞某某的行为
供认不讳。
目前，警方已依法查封了包某某购买的
楼房、车库、出租车，为受害人挽回直接损失
90 余万元。包某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检方
提起公诉。
□ 据新华社

公 告
兹有合肥天天艺术培训中心系
教育主管部门审批设立的非学历教
育培训机构，依法在民政部门办理
民办非企业登记证书，现该机构申
请变更举办者，即由原举办者汪天
天和汪飞变更为汪飞，特此公告。
合肥天天艺术培训中心
2018.10.12

竞价租赁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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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11 月 1 日（周四）上午 10 时在本公司会议室竞价租
赁合肥市舒城路 2 号房产 3 年租赁经营权①1 间（现好吃
曲奇）约 50㎡约 10.8 万/年②1 间（现金牌锅贴）约 29㎡约
6.5 万/年③综合楼三楼房屋 1 间，约 22㎡约 0.924 万/年
看样登记：公告日至会前日下午 4 时止（到账）
公司地址：长江中路 55 号老省委办公厅服务楼 4 层、
13856934193 张
注意事项：凭营业执照办理登记手续。禁餐饮、娱乐、
音像等扰民项目。不得经营影响周围居民生活的项目。
原租户报名需委托方介绍信和本人身份证。
保证金：①②号 4 万/间③号 0.5 万/间。竞租成功保证
金不冲抵价款，竞租不成不计息退还，原租户凭委托方确
认函退。
2018.1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