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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珍莹

1月18日，国家医保局公布了国家医

保药品目录调整情况和新版目录。今年，

共有111种药品新增纳入目录，药品总数

达到 2967种。本轮医保药品调整后，国

家医保药品目录内药品总数达到 2967
种，新冠治疗用药、肿瘤药、慢性病用药、

罕见病用药、儿童用药等领域的保障水

平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据记者了解，浦东多家本土企业、跨国

药企的多款创新药被纳入新版国家医保药

品目录，不少企业入选药品还不止一款。

抗肿瘤药物“跑步”入场

近年来，在医保药品目录中，出现了

越来越多新型抗肿瘤药物的“身影”。在

这次医保药品目录调整中，国家医保局共

新增23个抗肿瘤药物。

位于张江药谷的和黄医药推出的沃

瑞沙（赛沃替尼）纳入新版国家医保药品

目录，该药用于治疗含铂化疗后疾病进展

或不耐受标准含铂化疗的间质上皮转化

因子外显子 14 跳变的局部晚期或转移

性非小细胞肺癌（NSCLC）成人患者。

“医保药品目录能够帮助更广泛的中

国患者用上创新药。很高兴看到我们第

三款创新抗肿瘤药物沃瑞沙获纳入今年

的新版医保药品目录。作为中国市场上

首个亦是目前唯一获批上市的选择性

MET抑制剂，沃瑞沙获纳入医保，将大大

提高该创新疗法的可负担性和可及性。”

和黄医药首席执行官兼首席科学官苏慰

国表示。迄今，和黄医药已上市三款原创

新药呋喹替尼、索凡替尼、赛沃替尼均获

纳入国家医保目录。

此外，翰森制药也宣布，公司 6款创

新药全部进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其中就

包括针对肺癌的靶向药物。

罕见病药物等短板渐补齐

近年来，医保药品目录中罕见病和儿

童用药等保障短板逐步补齐。在今年的

医保药品目录调整现场谈判中，7款罕见

病治疗用药谈判成功。

脊髓性肌萎缩症（SMA）是一种危及

全身多器官、可致残致死的罕见神经疾

病，也是导致婴儿死亡的最常见遗传疾病

之一。长期以来，患者面临着治疗选择极

为有限、药物可及性低的困境。

在新版目录中，罗氏制药的艾满欣（利

司扑兰口服溶液用散）被正式列入，用于治

疗2月龄及以上SMA患者。记者了解到，

艾满欣于2021年6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局批准上市，此次纳入医保目录的举措

再度体现了国家对罕见病患者的高度关注

与支持，也是各方合力为SMA患者和家庭

减负纾困的又一重要里程碑。

据悉，罗氏制药中国本次共有7款创

新药入选，除了艾满欣外，全球首个实体瘤

ADC赫赛莱（恩美曲妥珠单抗）和新一代

活性维生素D艾地罗（艾地骨化醇），也首

次通过医保谈判纳入新版国家医保目录。

值得关注的是，本次目录新增的药品

大部分是5年内新上市的药品，其中2022
年上市的药品有 23个。业内人士表示，

医保目录管理制度改革不仅推动了创新

药在“量”上的快速增长，让更多更好的新

药进入中国市场，同时也促进本土药企的

创新“时速”。

本报讯（记者 张诗欢）春节临近，消费市场一片红

火，传递出复苏的活力与信心。

这几天，盒马陆家嘴滨江中心店迎来一波年货采买

“小高峰”，不少在周边办公的职工选择带上一些水果礼

盒、营养品礼盒回家过年。店长瞿佳丽介绍，年夜饭的

预定情况同样喜人，今年店里年菜以海鲜套餐为主，同

比增长约20%。从单品来看，锅物预制菜的猪肚鸡，冷冻

预制菜中的海鲜盆菜都是热门商品。

在家乐福超市，“年货大街”活动从吃穿用度各方面

一站式集齐生活所需，菜肉生鲜、熟食面点、百货用品、

进口食品等各个区域，都能感受到家家户户喜迎春节的

幸福。“携家带口来超市置办年货的消费者非常多，家乐

福近期更是针对性多举措优化了商品供应链效率，店内

商品种类逐步增多，可实现一站式购齐。”家乐福相关负

责人说。

线上的年味儿同样浓厚。近一周多，“年夜饭”“特

产”“国际饭店蝴蝶酥”“大礼包”“烟酒超市”在饿了么平

台上的搜索量均有一倍及以上增长，众多年轻消费者选

择用外卖备好特色年货。迎接春节，大董、全聚德、梅龙

镇、豫园等知名老字号纷纷将年夜饭预制菜套餐上线

“饿了么”。“疫情对预制菜的市场影响很大，大家逐渐接

受了预制菜的烹饪方式，还原度比较高，今年年夜饭的

销售很火爆。”豫园文化饮食集团快消事业群执行总裁

邱焘介绍。

记者还从美团获悉，目前平台上已有超 3万上海餐

饮商家“春节堂食不打烊”，平台将基于精准的LBS技术

为此类商家提供“今日营业”标签展示和流量支持，并开

展优质商家“4折起，过团圆年”春节促消费活动，助力各

地春节堂食消费升温。

临近春节，不少消费者还张罗“新年三件套”：烫头

发、做指甲、种睫毛，相关线下实体店重现久违的排队热

潮。美团数据显示，上海地区“新年美甲”的搜索量周环

比暴涨 564%，不少主打“一口价、款式任选”的自助美甲

店，从早忙到晚已是年前常态。

美团研究院副院长厉基巍认为，“团圆年”将成为

2023年兔年春节的热门关键词，本地、异地消费双双增

长，优质供给持续发力，服务零售已呈现供需两旺新趋

势。今年春节假期有望拉动餐饮、旅游、出行、休闲玩乐

等多板块消费快速回暖，为提振全年经济开好头。

本报讯（记者 杨珍莹 通讯员 何宝

新 沈浩）日前，“木兰”号LNG船舶租赁协

议签约仪式在上海举行。中国船舶集团旗

下中国船舶（香港）航运租赁有限公司与中

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旗下中远海运能

源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木兰”号LNG船舶

光租协议，中远海运能源与中国石油天然

气集团有限公司旗下中石油国事有限公司

签订了“木兰”号LNG船舶长期期租协议。

三家央企全面开启 LNG业务合作新

模式和保障 LNG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安全

新路径。此次牵手，也是LNG“国货国运、

国轮国造”的一次有益尝试。

本报讯 （记者 杨珍莹 通讯员

何宝新）2023年新年伊始，中国船舶集

团旗下上海三大船企——江南造船、

沪东中华造船和外高桥造船的经营生

产延续去年良好态势，呈现出抓前赶

早抢订单、争分夺秒快造船的繁忙景

象。截至 1 月 16 日，上海三大船企已

累计交船 2艘、命名 1艘、接单 5艘、开

工 4 艘、入坞 2 艘，掀起新年生产新高

潮。

今年是上海三大船企转型升级、产

能倍增等目标任务最为繁重的一年。

据悉，江南造船 1月上旬相继完工

交付2艘、开工1艘2.2万立方米乙烯运

输船（VLEC），并全面启动首制LNG船

建造工程。

沪东中华定下了实施产能倍增计

划并明确了“18200”的年度目标，即全

年完工交付18艘船、产值200亿元。新

年以来，该公司已完成了 1艘 17.4万立

方米大型 LNG 船、1 艘 1.55 万 TEU 大

型集装箱船和 1艘 1.35万吨重吊船的

开工，1艘17.4万立方米大型LNG船入

坞，1艘 8万立方米LNG船试航等诸多

节点。

进入新年，在外高桥造船，邮轮工

程利好消息不断：电梯正式启用、运动

场铝合金结构吊装到位、机械处所系

统和预制舱室组装工程先后完工。同

时，民船经营生产也捷报频传：1艘 19
万吨 LNG 双燃料动力散货船命名、1
艘 7000TEU集装箱船下坞……

上海三大船企表示，正全面部署落

实春节期间的安全工作，全力确保重点

船舶建造的有序安全。今年也将继续

力争实现新突破，创造新业绩。

本报讯 记者（须双双）“拿到这个监管

账户以后，我们就很笃定地付了钱，现在很

开心地等待着破土动工。”近日，浦兴路街

道长岛路居民区 68号楼居民沈天敏按耐

不住心中的喜悦，期盼已久的“电梯梦”终

于要实现了。

近年来，多层住宅实施加装电梯工程

一直是上海市重点工程，也是群众身边感

受度高、获得感强的重要民心工程。随着

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数量增加，业主筹

集建设资金数量增长，代建资金管理成为

了大家关心的问题。

沈天敏所居住的长岛路居民区房龄超

过 25年，老年人比例接近 35%，小区首个

达成加梯意向的楼道已于2022年9月就完

成相关审批手续并与代建公司签订了协

议。然而，到了筹集资金时，部分居民还是

出现了不安的想法：如果加梯的资金直接

付给了代建公司，如何保证资金的安全，如

何保证项目的有序进行？一旦出现工程烂

尾，损失最大的还是业主。重重问题下，加

梯工作就此耽搁了下来。

针对居民群众关心的资金安全问题，

建行积极主动配合市区房管部门，提出加

装电梯建设资金账户的专户管理方案，通

过小区居民委员会开立账户，并推出了基

于对公一户通账户的监管易产品，用于存

放电梯建设资金，根据小区具体项目需要，

为小区加梯业务提供资金监管服务，保障

居民加梯资金安全，确保专款专用。

“居委会开立银行专户，实施资金‘过

渡性’安全监管，按进度支付，为加梯建设

资金安全加了一把安全锁。由于居委会不

是市场经营主体，一般不会涉及到债权债

务纠纷，风险相对较低，成为业主与代建单

位共同首选的第三方托管主体，有利于提

高协商效率，以更快的速度推进加梯，让业

主更早实现‘加梯梦’。”浦东新区建交委物

业管理处处长夏毅表示。

我们的节日我们的节日··春节春节

浦东企业多款创新药纳入新版国家医保目录
包括多款抗癌药和罕见病用药

春节消费市场传递复苏活力
餐饮、旅游等板块有望快速回暖

中国船舶集团上海三大船企掀起新年生产新高潮

抓前赶早抢订单 争分夺秒快造船
三大央企签订
“木兰”号租赁协议

为“加梯梦”守好钱袋子

建行首创居委会专户监管

■本报记者 张诗欢

实习生 龚婕妤

春节假期是一年中的农副产品消

费高峰，今年春节前夕，浦东6家菜场

先后开业，以货丰价稳的供应和“不打

烊”的服务，与居民一同迎接新春。

扮靓“面子”做实“里子”

1月上旬，经过 3个月的改造升

级，位于曹路镇的金晓集贸市场重新

开门迎客。周边居民惊喜地发现，这

里一改印象中的老旧昏暗，有了“高

颜值”，空间宽敞明亮，商品按类别划

区域陈列，十分舒心。

负责人王妙娅介绍，这是一家

2.0 版标准化菜市场，生鲜占比在

60%以上，相比传统市场的摊位制，

最大特征就是超市化的购物环境和

管理模式，通过统一采购、集中配送

等方式降低成本，售价自然也低了，

商品平均价格可比市场价低 20%-
30%。记者采访当天适逢开业优惠，

大批居民拎着购物篮、带着小推车前

来采购，蔬果区域称重台前排起长

队，0.08元/500克的绿豆芽、1.98元/
500克的西红柿、2.98元/500克的鸭

边腿等引流、特惠商品销量喜人。

焕然一新的地面墙体、实时显示

价格的电子价签、一目了然的分类分

区……惠南镇的浦商生鲜荡湾店同

样是一家2.0版标准化菜市场。新开

业没多久，客流量就达到了日均

3000 人次左右，还吸引了比往日更

多的年轻人。在店长李鑫看来，新模

式带来的“物美价廉”是最大秘诀。

以肉制品区热销的五花肉为例，都是

当天凌晨直达门店后新鲜上市，价格

低于市面上很多门店。

因地制宜 服务社区

高青西路上，浦商邻里荟前滩店

填补了周边菜场业态的空白，连日来

人气攀升。为丰富市民餐桌，前滩店

每天推出不同品种的特价菜，0.09
元/500克的大白菜、2.98元/500克的

西芹、1.98元/500克的薄皮青椒等，

深受欢迎。

但前滩店不只有“实惠”。很多

菜场难得一见的帝王蟹，在店里成了

“明星商品”。“周边有很多年轻人，有

不小的海鲜消费需求，一只帝王蟹 3
斤左右，价格要千元上下，但平均下

来每天都能卖出一两只。”店长张勇

还介绍，前滩店在很多品类上都提供

了丰俭由人的选择，比如既有大众的

平价猪肉，也有更高品质的崇明黑猪

肉；既有可口的大众水果，也有新奇

特的小众水果。

“干净，清洁，舒适！”万祥镇新开

业的浦商菜市场万祥店，让经营豆制

品的余大姐竖起大拇指称赞。万祥

店前身为 2000年建成的万祥集贸市

场，改造升级带来了很多令经营户们

欣喜的变化：地面干净平整，不再有

积水；新安装的空调让经营户不必经

受严寒酷暑；电子大屏和电子秤，给

买菜卖菜增添一份便捷。店长吴春

华介绍，改造后还设立了6个自产自

销摊位，为当地农民售卖蔬果、河虾

提供场地。

每日上新 保供春节

三林镇的浦商生鲜高青店、老港

镇的浦商菜市场中港店，也抢抓工期

开业，保障节日“菜篮子”供应。春节

近在眼前，这些浦东居民身边的菜场

积极组织货源，确保节日商品丰富、

价格平稳。

金晓集贸市场的仓库满满当当

堆满了居民日常所需用品，生鲜商

品提前对接好了产地，确保节日里

每天新鲜到货。浦商生鲜荡湾店货

源多从杭州、山东直购，春节期间也

能保证货品齐全、价格稳定。浦商

邻里荟前滩店加大了青菜、冬笋、青

椒等热销商品的采购量，还计划年

后在底楼开设熟食店、早餐店等，丰

富社区生活。

浦商菜市场万祥店红灯笼高高

挂起，充满了喜庆的节日气氛。春节

期间，市场出摊率预计可达九成以

上，为迎接购买高峰，市场经营户们

做足了准备。余大姐特地囤了与人

齐高的满满一大袋肉皮，“上海人都

爱吃！”

记者从新区商务委获悉，针对冬

季寒潮天气、从业人员返乡、运输成

本上升等因素以及可能形成的叠加

影响，已会同相关部门、街镇和浦商

集团，加强产销对接、货源组织、监测

跟踪、稳定价格等举措，全力保障春

节前后主副食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

平稳、品种丰富、服务有力。

春节前浦东新开6家菜场

货丰价稳保障春节“菜篮子”

物美价廉、品种多样的菜场丰富了百姓的餐桌。 □本报记者 张诗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