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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健委发布最新版新冠肺炎诊疗方案：

抗体诊断仅适用于“未接种疫苗者”

新华社电 当前，全球范围内正在
组织开展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接种，接种
疫苗后多数人员会产生新型冠状病毒
特异性抗体。为进一步提高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诊疗工作的科学性、规范性和
有效性，国家卫健委 15 日发布《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八版）》，
其中明确，确诊病例诊断中，抗体诊断
仅适用于“未接种新冠疫苗者”。
与 第 七 版 诊 疗 方 案 相 比 ，此 次 修

订明确提出新冠肺炎的诊断原则，
即：根据流行病学史、临床表现、实验
室 检 查 等 进 行 综 合 分 析 ，作 出 诊 断 。
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阳性为确诊
的首要标准。未接种新型冠状病毒
疫苗者新型冠状病毒特异性抗体检
测可作为诊断的参考依据。接种新
型冠状病毒疫苗者和既往感染新型
冠状病毒者，原则上抗体不作为诊断
依据。

此版诊疗方案在确诊病例诊断标
准中更加强调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
的重要性。将“实时荧光 RT-PCR 检
测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阳性”与“病
毒基因测序与已知的新型冠状病毒同
源”两条诊断标准整合为“新型冠状病
毒核酸检测阳性”。
此外，诊疗方案对抗体诊断适用对
象进行了限定。在疑似病例诊断中，近
期接种过新冠病毒疫苗者的相关抗体

检测结果不作为参考指标；在确诊病例
诊断中，抗体诊断仅适用于“未接种新
冠疫苗者”。在此基础上，修订版诊疗
方案对确诊病例的抗体诊断内容进行
了简化，更加方便实际操作。
诊疗方案进一步强调了预防接种
对疾病防控的重要性，指出“接种新型
冠状病毒疫苗是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降低发病率和重症率的有效手段，
符合接种条件者均可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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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多部门联合向不合理医疗检查“亮剑”！

严查影像学、病理学等不合理检查

新华社电 国家多部门近日联合
印发了《不合理医疗检查专项治理行
动工作方案》，国家卫健委、市场监管
总局、国家医保局、国家中医药局、国
家药监局、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
局将开展为期 1 年的不合理医疗检查
专项治理行动，严肃查处包括各类影
像学检查、实验室检查、病理学检查等
不合理医疗检查行为。
专项治理行动剑指违反相关法律
法规、诊疗技术规范、损害人民群众利
益的各种不合理医疗检查行为，行动
具体包括五项重点内容：
一是治理违法违规开展医疗检查
行为。对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
证、超出诊疗科目范围开展医疗检查，
开展禁止临床使用的医疗检查，使用
未依法注册或者备案的医疗器械、聘
用非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开展医疗检

查，以及违规收取医疗检查费用等违
法违规行为进行严厉打击，依法依规
严肃处理。对专项治理行动中发现存
在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的定点
医疗机构及相关涉事人员，依法依规
严肃处理。
二是治理无依据检查、重复检查
等不合理检查行为。对医疗机构门
（急）诊、住院患者医疗检查情况进行
自查和抽查，专家对检查必要性、规范
性进行论证，对于违反卫生健康行政
部门规定及有关诊疗技术规范等开展
的无依据检查、非必要重复检查等行
为进行查处，责令整改，依法依规严肃
处理。
三是治理违反知情同意原则实施
检查行为。重点治理实施特殊检查未
签署知情同意书的情形。引导医疗机
构公开本院开展的检查项目收费标

准。医务人员在为患者开具检查单
前，要说明检查目的和必要性，征得患
者或家属的理解与配合。对于特殊检
查，要取得患者或家属书面同意。
四是治理可能诱导过度检查的指
标和绩效分配方式。严肃查处医疗机
构和科室实施“开单提成”、设置业务
收入指标并与医务人员收入直接挂钩
等可能诱导过度检查的行为。推动将
技术水平、疑难系数、工作质量、检查
结果阳性率、患者满意度等作为绩效
分配重点考核指标，引导建立体现医
务人员劳动价值和技术价值的绩效分
配方式。
五是治理违反规划配置大型医用
设备行为。对于违反大型医用设备配
置许可管理，违规使用配置大型医用
设备用于临床诊疗的行为予以查处，
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4 月 15 日，
“ 忆百年党史 筑
时代新路”——春季健步走活动
在南京城市三环举行，来自中建
三局的党员和南京城市三环的建
设工人们沿着建设的道路徒步行
走，用脚步丈量这片土地。健步
走沿途设置 10 个党史知识展板
和祝福墙，城市建设者们学习党
史知识 、写下祝福话语 ，向建党
100 周年献礼。
邓华国 万程鹏 摄

盱眙让“好生态”催生“好经济”
同心奔小康
扬子晚报讯（通讯员 田敏 丁文
记者 朱鼎兆）走在盱眙铁山寺国家森
林公园内的林荫小道上，小鸟在树上
啁啾，山下水流潺潺，清幽味十足，让
人放松身心静静地享受大自然的馈
赠；山下，特色农家餐馆座无虚席，喜
迎各方来客。来到盱眙“老北头”，走
在潮湿清凉的青石板路面上，脚步声
清晰入耳，第一山古城改造项目，通过
功能优化、建筑整修、环境改善、市场
化运营，融入城市现代化发展。
记者了解到，为充分利用自身生

态禀赋和比较优势，新一届盱眙县委、
县政府将创成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作
为“十四五”重点抓的十件大事之一，
以实现“好生态”催生“好经济”。盱眙
县委书记邓勇说：
“ 我们将探索全域旅
游新路径，全力打造国际山水养生度
假特色旅游目的地，到‘十四五’末实
现接待国内外游客 950 万人次，实现
旅游总收入超百亿。”高端规划，让盱
眙全域旅游“活”起来 ，重点实施“三
区两廊两园一基地”工程，即创成国家
全域旅游示范区、天泉湖争创国家级

旅游度假区、第一山争创国家 5A 级景
区；打造 S601 风景廊道、淮河风光带
最美廊道；泗州城考古遗址公园、大云
山考古遗址公园争创国家遗址考古公
园；黄花塘新四军军部纪念馆争创全
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构建天泉湖旅
游度假区、大运河文化带盱眙段“一南
一北”两大核心区域，推动各景区连点
成线、织线为面，实现从景区景点旅游
向全域旅游转变。
记者了解到，盱眙风光秀美、生态
环境绝佳，拥有国家 4A 级景区 4 家、
省级旅游度假区 1 家、省级乡村旅游
重点村 2 家、省级工业旅游区 1 家和淮
安市唯一的省五星级乡村旅游区，一
幅全域旅游大发展的恢宏画卷正在淮
水之滨徐徐舒展。

省全民阅读活动
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召开
扬 子 晚 报 讯（记 者 李 冲）4 月 15
日，2021 年省全民阅读活动领导小组
（扩大）会议在南京召开，会议总结去
年全民阅读工作，研究部署今年重点
任务。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爱军
出席会议并讲话，副省长马欣主持会
议。
张爱军在讲话中指出，过去的一
年，全省全民阅读工作努力以优质阅
读服务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
取得新的明显成效。
张爱军强调，要把握新目标新任
务，努力推动书香江苏建设高质量发
展。深入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读物学习阅读，让党的
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大力推
进庆祝建党百年主题阅读，唱响爱党
爱国爱社会主义时代强音。着力推进
现代公共阅读服务体系建设，让人民
享有高品质阅读生活。要展现新担当
新作为，形成推动书香江苏建设的强
大合力。
会议还审议了《2021 年江苏省全
民阅读工作要点》
《第十七届江苏读书
节总体方案》
《江苏省全民阅读“十四
五”时期发展规划》，讨论了第三批江
苏省书香城市建设示范市建议名单。

官方微博
@扬子晚报

南京医保结余超 4000 元
可转给家人用
本报讯 （记者 黄红芳）继允许医
保 个 人 账 户 资 金 累 计 结 余 超 过 4000
元以上部分，可给自己和家人购买商
业医疗保险后，南京市医保局又出台
新政，明确从 4 月 15 日起，经参保人授
权，超出部分可共济给在该市参加职
工医保的配偶、父母、子女在个人账户
使用范围内使用。
参保人员（转出人）本人可持医保
卡或身份证就近至南京市或各区医保
中心柜面办理个人账户直系亲属转
移，办理时需同时提供转入人医保卡
号或身份证号码，也可以登录“我的南
京 APP”进行网上办理。
与此同时，南京市还扩大了职工
医保个人账户的使用范围，如可用于
支付参保人员应由个人承担的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费；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
部分“高血压、糖尿病”等常用医疗器
械、防疫用医疗器械及消毒产品；参保
人员医保个人账户资金累计结余超过
3000 元以上的部分，可为本人购买政
府引导支持的商业补充医保，年度使
用限额与商业健康保险合并计算为
2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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