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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19日电 为进一步做好儿童临床用药管
理工作，提高儿科医疗质量，保障儿童用药安全，国家卫生健康
委办公厅 19日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儿童临床用药管理工作
的通知。

通知提出医疗机构要建立完善儿童用药遴选制度，做好
儿童用药的配备管理。遴选儿童用药（仅限于药品说明书中
有明确儿童适应证和儿童用法用量的药品）时，可不受“一品
两规”和药品总品种数限制，进一步拓宽儿童用药范围。

同时，医疗机构要落实安全、有效、经济的用药原则，遵循
药品临床应用指导原则、诊疗方案和药品说明书等，加强医师
处方、药师审方、护士给药等各环节管理。要准确掌握用药适
应证，以及不同年龄儿童的药物选择、给药方法、剂量计算、药
物不良反应等，合理开具处方并经审核合格后进行调配。

通知还提出医疗机构要加大药师配备力度，围绕儿童患
者需求和临床治疗特点开展专科药学服务。其中，综合医院、
妇幼保健院的儿科以及儿童专科医院的小儿呼吸、小儿消化、
新生儿、儿童重症等科室，鼓励安排1名经过培训的药师或临
床药师驻科，与本科室的医护团队共同提供药物治疗服务。

医疗机构要按照处方剂量精准调配儿童用药，特别是针
对低龄儿童的药品调剂，鼓励开发可灵活调整剂量的新技术、
新方法，加强个性化给药的标准化管理和质量控制，减少“剂
量靠猜、分药靠掰”导致的分不准、不安全等问题。

通知要求医疗机构应当建立覆盖儿童用药采购、贮存、发
放、调配、使用等全过程的监测系统，加强药品使用情况动态
监测分析，分析结果作为儿童用药目录遴选、药品临床合理使
用等的重要依据。

医疗机构要围绕用药中、用药后的常见问题，加强对儿童
家长的指导和教育。建立完善用药随访制度，特别是对出院
慢病儿童患者的用药情况进行跟踪和指导。引导儿童家长树
立科学用药观念，提高安全用药意识及儿童用药依从性。

国家卫健委要求
进一步加强儿童临床用药管理工作

新华社北京1月19日电 新春
佳节即将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8日
在北京八一大楼以视频方式检查部队
战备工作，亲切慰问有关部队，代表党
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
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
员、民兵预备役人员致以诚挚问候和
新春祝福。

春节将至，全军战备工作抓得怎

么样，习近平高度重视。下午 4时 30
分许，习近平同担负边海空防和维稳
处突战备任务的有关部队分别进行视
频通话。新疆军区红其拉甫边防连执
勤哨所守卫着祖国西大门，习近平询
问连队边境巡逻管控情况，称赞他们
是卫国戍边老典型，勉励大家再接再
厉，再立新功。海军 173编队正在执
行战备巡航任务，习近平询问编队应
急处置准备情况，叮嘱他们在海上过

一个战斗的春节，守护好祖国海疆。
空军航空兵某旅值班分队正在进行战
斗值班，习近平询问分队日常防空战
备工作情况，要求他们枕戈待旦，节日
期间更要提高警惕，维护好我国空防
安全。武警猎鹰突击队是国家级反恐
拳头部队，官兵正在训练场上进行训
练，习近平询问部队特战技能训练情
况，叮嘱大家苦练过硬本领，当好忠诚
卫士。

同有关部队视频通话后，习近平
对部队战备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他强
调，春节就要到了，全军部队要加强战
备值班，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
定，完成好可能担负的抢险救灾等急难
险重任务，确保全国人民过一个欢乐、祥
和、安全的新春佳节。同时，要注意搞好
统筹，把官兵节日期间的生活安排好。

张又侠、何卫东、李尚福、刘振立、
苗华、张升民等参加活动。

习近平春节前夕检查部队战备工作
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

军队文职人员民兵预备役人员致以新春祝福

新华社北京1月19日电 我国对新冠病毒感染实施“乙
类乙管”措施已有 10余天，目前全国新冠病毒感染的医疗救
治情况和医疗机构的日常诊疗情况如何？在 19日举行的国
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医疗应急
司司长郭燕红表示，总的来看，新冠病毒感染者的医疗救治工
作平稳有序，日常诊疗服务在逐步恢复。全国发热门诊、急诊
和在院重症患者人数均已过高峰。

“全国发热门诊就诊人数在2022年12月23日达到峰值，
之后持续下降，到 2023年 1月 17日较峰值下降 94%，已回落
到2022年12月7日前的水平。”郭燕红介绍，全国急诊就诊人
数在2023年1月2日达到峰值，之后持续下降，1月17日较峰
值下降44%。全国在院阳性重症患者人数在2023年1月5日
达到峰值，之后持续下降，1月17日较峰值下降44.3%。

郭燕红说，正常医疗也有恢复迹象。全国普通门诊在逐
步恢复，新冠患者比例逐步降低，到 2023年 1月 17日非新冠
患者在普通门诊的就诊率达 99.5%。同时，住院患者呈现波
动上升趋势，住院患者中非新冠患者住院比例大幅度提升，
2023年1月17日已达85%。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全国发热门诊、急诊、
在院重症患者人数已过高峰

新华社北京1月19日电 春节
前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分别以电话等方式慰问或委托有关方
面负责同志慰问了胡锦涛、朱镕基、
李瑞环、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
俞正声、宋平、李岚清、曾庆红、吴官正、
李长春、罗干、贺国强、刘云山、张高丽
和田纪云、迟浩田、王乐泉、王兆国、
回良玉、刘淇、吴仪、曹刚川、曾培炎、
王刚、刘延东、李源潮、马凯、李建国、
范长龙、孟建柱、郭金龙、杨洁篪、
陈全国、郭声琨、王汉斌、何勇、杜青林、
赵洪祝、尤权、王丙乾、邹家华、彭珮云、
周光召、李铁映、许嘉璐、蒋正华、
顾 秀 莲、热 地、盛华仁、路甬祥、
乌云其木格、华建敏、陈至立、周铁农、
司马义·铁力瓦尔地、蒋树声、桑国卫、
王胜俊、陈昌智、严隽琪、张平、向巴平措、
张宝文、唐家璇、梁光烈、戴秉国、
常万全、韩杼滨、贾春旺、任建新、
宋健、胡启立、王忠禹、李贵鲜、张克辉、
郝建秀、徐匡迪、张怀西、李蒙、廖晖、
白立忱、陈奎元、阿不来提·阿不都热西提、
李兆焯、黄孟复、张梅颖、张榕明、
钱运录、孙家正、李金华、郑万通、
邓朴方、厉无畏、陈宗兴、王志珍、韩启德、
林文漪、罗富和、李海峰、陈元、周小川、
王家瑞、齐续春、马培华、刘晓峰、王钦敏
等老同志，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节日问
候，衷心祝愿他们新春愉快、健康
长寿。

老同志们对此表示感谢，高度评
价过去五年和新时代十年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党
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
的历史性变革，对习近平总书记作为
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表示衷心
拥护。老同志们希望全党全军全国各
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
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
同德，埋头苦干、奋勇前进，为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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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确保
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要因城施策，
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解决好
新市民、青年人等住房问题，探索长租
房市场建设。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
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推动房地产业
向新发展模式平稳过渡。”记者在近日
召开的各地两会上采访发现，多地出
台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的务实
举措，代表、委员建言献策，助力群众
实现“住有所居”。

啃下棚改“硬骨头”，让棚户区居
民搬进新楼房；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
让城市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解除后
顾之忧；推进城镇老旧小区和农村危
房改造，提升群众生活品质……近日
召开的地方两会上，上述议题频繁出
现在地方政府工作报告以及代表委员
的热议中。

道路、管网等基础设施落后，车辆
乱停乱放，环境脏乱差，房屋楼顶漏
水……在一些城市棚户区和老旧小
区，群众居住不方便，生活品质差等问
题依然存在。针对这一民生问题，多
地多措并举谋良策，千方百计解民
忧。河北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
全省新开工棚户区改造12万套以上，
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3.5万套，改造城
镇老旧小区1816个。

山东省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
2023年将开工改造老旧小区 69.95万
户、棚户区 8.99万套。山东省人大代
表、临朐县县长陈诚说，当地充分发
挥居民主体作用，多方征求群众意
见，严把老旧小区改造工程质量关。
县里还把老旧小区改造和加强社区
治理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加强党建引
领、共商共治，长期保持老旧小区改

造成果。
过去5年，上海市完成283万多平

方米中心城区成片二级旧里以下房屋
改造。上海市政府工作报告明确，今
年全市将完成 12万平方米中心城区
的零星旧改和 28万平方米“小梁薄
板”不成套的旧房改造，启动 10个城
中村改造项目。当地将采取“市区联
手，以区为主，政企合作”方式，更好发
挥上海市城市更新中心统筹平台的作
用，全力推进改造工作。上海市人大
代表、上海浦东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李俊兰表示，旧改和
城中村改造是城市发展“最难啃的硬
骨头”。建议市、区组建推进指挥部，
集中力量、高度协同、聚焦政策、综合
施策，加强政策统筹力度，攻坚克难推
进工作。

新的一年，多地政府重视保障性

住房建设，特别关注年轻人、新市民群
体的住房需求。

湖南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快
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
举的住房制度，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
房需求，探索长租房市场建设，着力解
决新市民、青年人的住房需求。福建
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积极支持刚性
和改善性购房需求，坚持“房住不炒”，
解决好新市民、青年人等住房问题，探
索长租房市场建设。

山西省人大代表、太原市龙城发
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孙炜表
示，公司承建了太原市120万平方米、
2.6万套保障性住房，预计 2023年底
竣工，将为新市民、青年人提供高品质
安居之所。

（新华社石家庄1月19日电）

助力群众实现“住有所居”
——从地方两会看落实“安居梦”新亮点

春节将至，节日期间居民生活必
需品市场供应是否充足？如何既满
足民众出行需求又做好疫情防控？
国新办 19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相
关情况。

春节期间市场供应充足 预计价格
以稳为主

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介绍，据商
务大数据监测，目前市场运行总体平
稳有序。

市场供应充足。各地大型批发市
场、连锁超市生活必需品备货量比平
日增长 20%至 30%，同比增长 10%左
右；1月 1日至 17日，200家大型批发
市场猪肉、鸡肉、水果交易量比去年农
历同期分别增长6.7%、6.4%和2.7%。

价格总体平稳。1月 18日，粮油
价格与一周前基本持平；肉类价格小
幅波动；禽产品价格小幅上涨；受季节
性因素影响，30种蔬菜平均价格上涨
9.2%，但比去年农历同期下降5.0%。

销售稳步恢复。1月上旬，商务

部重点监测零售企业销售额环比增长
8.7%，同比增长2.5%。

“后期来看，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
充足、品种丰富，预计春节期间价格以
稳为主。”盛秋平说。

为做好春节期间居民生活必需品
市场供应，盛秋平说，将做好货源组
织，丰富节日市场供应；紧盯节日市场
形势，统筹做好生活必需品储备投放；
引导商贸流通企业节日期间正常营
业，推动农批农贸市场、商超电商、外
卖快递企业“能开尽开”，鼓励重点商
超适当延长营业时间。

线上线下消费加快恢复 统筹疫情
防控和行业发展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
司长徐兴锋说，今年春节是疫情防
控转段后第一个春节，实体零售、餐
饮堂食、跨区旅游等各类线下消费
场景将加快恢复，线上消费保持旺
盛势头。

据商务大数据监测，1月上旬，重

点零售企业食品、饮料、服装销售额环
比均增长 20%以上；重点零售企业绿
色有机食品销售额同比增长 22.8%。
据有关机构统计，春节档电影预售票
房已突破 3亿元。冰雪消费持续升
温，春节期间黑龙江滑雪订单量同比
增长近60%。

春节期间旅游探亲等人员流动大
幅增加，如何既满足民众出行需求又
做好疫情防控，让民众安心过年？

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
沐阳说，一方面保障文化和旅游消费
场所恢复开放，满足百姓文化和旅游
需求；另一方面，坚持常态化防控和应
急处置相结合，平稳有序落实“乙类乙
管”相关防控政策，统筹疫情防控和行
业发展，确保各项疫情防控要求落实
到位，保障文化和旅游活动正常开展，
人员有序流动。

春节期间涉疫药品和医疗用品
稳价保质工作不放松

春节期间，做好涉疫药品和医疗

药品的保供稳价工作十分重要。国家
市场监管总局价格监督检查和反不正
当竞争局负责人陈志江说，市场监管
总局部署开展为期半年的全国涉疫药
品和医疗用品稳价保质专项行动。当
前，专项行动已经在全国市场系统全
面展开。

据介绍，近一个月来，全国市场监
管系统共立案查处各类涉疫药品和医
疗用品违法案件7880多件，为消费者
挽回经济损失6310多万元，处罚金额
近千万元。对很多严重哄抬价格、假
冒伪劣违法行为按照有关法律法规顶
格处罚。

陈志江说，下一步，市场监管部门
将全面推进稳价保质专项行动。特别
是在春节期间，畅通 12315投诉举报
渠道，加强农村地区涉疫药品和医
疗用品价格监管，部署节假日市场
巡查和价格监测，做到春节期间稳
价保质工作不放松，人民群众合法
权益有保障。

（新华社北京1月19日电）

保供稳价不放松 安心过节有保障
——国新办发布会介绍春节保供应促消费情况

1月18日，贵州省遵义市务川仡佬
族苗族自治县丹砂街道桃符社区村民在
制作当地特色点心酥食。制作酥食时，
先将糯米打成粉，再加入融化的白糖液
揉搓至稍有黏稠感，然后将其压入模具
里轻轻敲动、倒出，最后上锅蒸熟即可。

人间烟火处，年味正浓时。春节临
近，全国各地的人们忙着办年货、备美
食，丰富别致的特色传统美食里寄托着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望。

（新华社）

特色美食

迎接中国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