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理标志是识别产品来源于某一
地区的标志，也是知识产权的一种重要
类型。中欧地理标志协定谈判于2011
年启动，历经8年22轮正式谈判和上百
次非正式磋商，于2020年9月14日正式
签署。这是中国对外商签的第一个全
面的、高水平的地理标志协定，对深化
中欧经贸合作具有里程碑意义。

一系列中欧名品牌榜上有名：安吉
白茶、山西老陈醋、烟台苹果、南京盐
水鸭、库尔勒香梨、法国香槟、巴伐利
亚啤酒、帕尔玛火腿……中欧双方互
认地理标志超过500个，不仅涉及酒类、
茶叶、农产品、食品，还有代表中国传统
文化的宣纸、蜀锦等地理标志，是中欧
之间首次大规模互认对方地理标志。

据悉，保护分两批进行，第一批双
方互认的各约100个地理标志将于协
定生效之日起开始保护，第二批各
175个地理标志将于4年内完成保护

程序。受保护的地理标志，如遇问题，
可通过条约建立的双边机制来解决。
中欧双方将成立联合委员会，以更好
履行协定。

协定生效，意义重大。
这将给中欧双方民众带来福祉。

这是中欧间首次大规模互认对方地理
标志，涉及酒类、茶叶、农产品、食品
等。并非“起泡酒”就是法国香槟，不
在希腊特定条件下生产的奶酪不能叫
菲达奶酪……有了知识产权的保护，

欧盟生产商会更放心把更多品质上乘
的产品出口到中国，14亿中国老百姓
的“购物车”选择会更加丰富。而欧盟
消费者同样也会享用到更多来自中国
的地方名产。

可以让中国名品牌“走出去”的路
子更宽广更顺畅。这是欧盟首次通过
国际条约允许外国地理标志持有人使
用其官方标志。库尔勒香梨、婺源绿
茶、盘锦大米……产品名录中不仅有
农产品、食品，还有代表中国文化的宣

纸和锦绣等。有了欧盟地理官方标志
加持，中国“上榜”产品将能更好开拓
海外市场，在“走出去”中提升知名度
和美誉度。对相关地方和企业来说也
是扩大出口、增加营收的难得机遇。

更将为中欧经贸合作发展提供新
动力并提振全球经济复苏信心。2020
年尽管面对疫情冲击，中国与欧盟贸
易额达6495亿美元，中国跃居欧盟第
一大贸易伙伴。协定生效，将促进双
边贸易投资增长，对拉紧中欧利益纽
带、深化中欧经贸合作具有里程碑式
意义。在越来越多国家出现政策内顾
的当下，中欧携手坚持自由贸易和多
边主义的行动，也将为世界经济复苏
注入信心和希望。

Bravo（法语：太棒了），烟台苹果！
干杯，法国香槟！

记者 于佳欣
综合新华社北京3月1日电

Bravo！烟台苹果 干杯！法国香槟
中欧地理标志协定生效 更多好物“放心购”

核心
提示

中欧地理标志协定3月1日正式生效。首批
“上榜”的中欧各100个地理标志即日起受到保
护，这意味着中国和欧盟的更多特色优质名品将
进入彼此市场，不仅将更好保护中欧企业权益，

也会让双方消费者买得放心。

新华社北京3月1日电 国务院
新闻办公室将于近期发表《2020年美
国侵犯人权报告》，对美国侵犯人权的
状况进行揭露。

报告分为序言、疫情严重失控酿
成人间悲剧、美式民主失序引发政治
乱象、种族歧视恶化少数族裔处境、社
会持续动荡威胁公众安全、贫富日益
分化加剧社会不公、践踏国际规则造
成人道灾难，全文约1.5万字。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
对人类生命安全构成重大威胁。报告

指出，美国政府应对疫情任性妄为导
致失控，美国人口不足世界总人口的
5%，但其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却超过
全球总数的25%，死亡病例数占全球
总数的近20%，超过50万美国民众失
去了宝贵的生命。

报告称，美国民主制度失序引发
政治乱象，进一步撕裂美国社会。金
钱政治扭曲压制民意，选举成为富人
阶层“独角戏”，人们对美国民主制度
的信心下降至20年来最低点。

报告显示，美国少数族裔遭受系统

性种族歧视，处境艰难。有色人种在美
国18岁以下未成年人中的比例约为三
分之一，却占被监禁未成年人总数的三
分之二。非洲裔新冠肺炎感染率是白
人的3倍，死亡率是白人的2倍，被警察
杀死的概率是白人的3倍。四分之一
亚裔年轻人成为种族欺凌的目标。

报告指出，美国枪支交易和枪击
事件创历史新高，人们对社会秩序失
去信心。2020年美国共有超过41500
人死于枪击，平均每天达110多人，全
国共发生 592 起大规模枪击事件，平

均每天超过1.6起。
报告强调，美国贫富差距加速扩

大，底层民众生活苦不堪言。疫情失
控导致大规模失业潮，数千万人失去
医疗保险，弱势群体成为政府消极应
对疫情的最大牺牲品。

报告认为，在抗疫需要全球团结
的时刻，美国却执意奉行本国优先，推
行孤立主义、单边主义，挥舞制裁大
棒，霸凌威胁国际机构，残酷对待寻求
庇护者，成为全球安全与稳定的最大
麻烦制造者。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发表《2020年美国侵犯人权报告》

最新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于3月
1日正式启用。经过调整后的医保药
品目录，纳入 119 种药品，调出 29 种
药品。

清退“僵尸药”、新增抗癌药、覆
盖新冠肺炎治疗相关药品、新纳入药
品平均降价 50.64%……最新版医保
药品目录再次体现“保基本”的功能
定位，推动实现医保、企业、患者“三
方共赢”。

新冠肺炎用药全部
纳入医保

与往年相比，本次医保药品目录
调整看点之一是谈判降价调入的药品
数量最多、惠及的治疗领域最广泛。

新增119种药品。这些药品共涉
及 31 个临床组别，包括慢阻肺用药、
红斑狼疮用药、抗抑郁症用药等，占所
有临床组别的86%，患者受益面非常

广泛，其获得感更加强烈。
新增新冠肺炎治疗相关药品。最

新版国家新冠肺炎治疗方案所列药品
已全部纳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如利
巴韦林注射液、阿比多尔颗粒等药品
均调入目录，用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新增17种抗癌药。本次目录调整
新增了17种抗癌药，其中包括PD-1、
仑伐替尼等新药、好药。目录内癌症
用药的保障水平再次提升。

调出29种药品。这些“被清退”药
品主要是临床价值不高且可替代，或
者被药监部门撤销文号成为“僵尸药”
等。在论证与评审中，专家们将可替
代性作为一项重要指标，被调出的药
品在目录内均有疗效相当或者更好的
药物可供替代。这些药品的调出，将
为更多新药、好药纳入目录腾出空间。

新药“入群”。为了满足患者对新
上市药品的需求，2020年8月17日前
上市的药品均被纳入本次目录调整的

范围，其中有16种新上市的药品被调
入目录。

可以看出，这次医保药品目录调
整纳入性价比高的药品、调出临床价
值不高的药品、全覆盖治疗新冠肺炎
相关药品，其重点依旧放在“保基本”，
提高患者用药的可及性。

新纳入药品平均降
价50.64%

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谈
判 成 功 的 119 种 药 品 ，平 均 降 价
50.64%。从患者负担情况看，通过谈
判降价和医保报销，预计2021年可累
计为患者减负约280亿元。

本次目录调整首次对目录内的
“老品种”进行降价谈判。评审专家经
过论证，将价格或费用明显偏高的14
种目录内药品纳入谈判范围，这些药
品单药的年销售金额均超过 10 亿

元。经过谈判，14种药品均谈判成功
并保留在目录内，平均降价43.46%。

与新准入目录的药品相比，一些
“老品种”出现了价格“倒挂”现象，对
“老品种”进行再谈判，有利于提高药
品经济性与公平性，也能够切实减轻
患者负担，提升医保资金的使用效益。

针对 2020 年底协议到期的目录
内抗癌药品，国家医保局对14种独家
药品按规则进行续约或再次谈判，平
均降幅为14.95%，其中个别一线抗癌
药降幅超过60%。经测算，14种抗癌
药降价，预计2021年可为癌症患者节
省30余亿元。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
熊先军说，在医保基金安全总体可控
的前提下，医保基金支出没有明显增
加，参保患者的药品支出明显节省，医
保药品保障能力和水平得到提升。

记者 彭韵佳
据新华社北京3月1日电

新版医保药品目录正式启用

新冠肺炎用药全部纳入医保

●记者1日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
悉，2020年，全国检察机关主动
记录报告执行“三个规定”等重大
事项67700余件，相当于2018
年、2019年两年总和的5.8倍。

●中消协1日发布的春节消费维
权舆情分析报告显示，今年春节
期间，游乐设施、观影服务、烟花
燃放成为春节消费“吐槽”热点。

●我国率先探索个人破产制度的
《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1
日起正式施行，专门处理个人破
产事务的深圳市破产事务管理署
同日上午挂牌成立。

●1日，在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发布会上，北京城市副中心党工
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通州区
区长赵磊表示，“十四五”时期城
市副中心的城市框架基本成型。

●记者1日从海南省新闻办召开
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海南自由
贸易港将面向全球公开选聘法定
机构、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主要负
责人（法定代表人），此次共选聘
三个职位。

●记者1日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
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获悉，南京大
屠杀幸存者蔡丽华老人于当日去
世。据统计，今年已有两位幸存
者去世，登记在册的幸存者仅剩
70人。

均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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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3月1日，上海动物园的兽
医在给大熊猫抽血。

下图：3月1日，做完体检的大熊
猫在吃竹子。

上海动物园生活着两只大熊猫。
为了确保“国宝”身体健康，上海动物
园定期给它们进行体检，每周量一次
血压，每月进行一次抽血化验，每年打
一次防疫针。

新华社记者 张建松 摄

大熊猫体检

据新华社北京 3 月 1 日电
为引导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
价值理念，着力推动构建生态环境
治理全民行动体系，日前，生态环
境部、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教
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六
部门共同制定并发布《“美丽中国，
我是行动者”提升公民生态文明意
识行动计划（2021-2025年）》。

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绍，

自 2018 年起，“美丽中国，我是行
动者”主题实践活动在全国范围已
部署开展三年，倡导社会各界及公
众身体力行，从选择简约适度、绿
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做起，参与美丽
中国建设。

活动开展以来，公众参与环境
保护渠道不断拓展，社会共建美丽
中国热情显著提升，生态文明宣传
工作大格局初步形成。

“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再出发

3月1日，学生们在活动现场与王海滨（右二）合影。
当日，上海闵行区航华第一小学举办“弘扬雷锋精神 感悟劳动价值”

主题活动，邀请全国道德模范王海滨同学生分享从事志愿服务工作的心
得，勉励学生积极参与志愿活动。 新华社记者 方 喆 摄

雷锋精神进校园

据新华社北京 3 月 1 日电
（记者王思北）记者1日从教育部
获悉，根据 2020 年全国教育事业
统计主要结果，去年，全国共有幼
儿园29.17万所，在园幼儿4818.26
万人。其中，普惠性幼儿园在园幼
儿 4082.83 万人，普惠性幼儿园覆
盖率达到84.74%。幼儿园共有专
任教师291.34万人，学前教育毛入
学率85.2%。

根据统计，2020 年，全国共
有各级各类学校 53.71 万所，在
校生 2.89 亿人，专任教师 1792.18
万人。

义务教育阶段，全国共有学校
21.08万所，在校生1.56亿人，专任
教师 1029.49 万人；九年义务教育
巩固率 95.2%。高中阶段教育共
有学校 2.44 万所，在校生 4127.80
万人，毛入学率91.2%。

全国普惠性幼儿园
2020年覆盖率超八成

新华社北京3月1日电 来自
国务院国资委的信息显示，为规范
国有企业组织和行为，加强公司章
程制定管理，国资委、财政部近日
制定并印发了《国有企业公司章程
制定管理办法》。

据了解，此次制定印发的办
法包括总则、公司章程的主要内
容、国有独资公司章程的制定程

序等 6 章共 40 条，自公布之日起
施行。

办法明确，国有企业公司章程
的制定管理应当坚持党的全面领
导、坚持依法治企、坚持权责对等
原则，切实规范公司治理，落实企
业法人财产权与经营自主权，完善
国有企业监管，确保国有资产保值
增值。

两部门发文
加强国企公司章程制定管理

3月1日，在黑龙江省红旗农场农业园区温室大棚内，种植户在进行
育苗生产。春耕时节，位于哈尔滨市的黑龙江省红旗农场发挥设施蔬菜
生产优势，推进棚室蔬菜育苗生产。 新华社发

蔬菜育苗备春耕

3月1日，在郑万高铁重庆段施工现场，铺轨机进行铺轨前的准备工
作。当日，随着第一组500米长钢轨铺入无砟轨道，由中铁十一局负责的
郑万高铁重庆段铺轨工程正式启动。 新华社记者 唐 奕 摄

高铁铺轨加速施工

国际·国内
GUOJI GUONEI

062021年3月2日 星期二

编辑：张 越 视觉设计：张 丹 校对：于 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