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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8 日 ， 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与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举行

交流座谈会， 就进一步加强中药
质量监管， 推动中医药高质量发
展共商合作大计。 国家中医药局
党组书记、 副局长余艳红， 局长
于文明， 国家药监局党组书记、
副局长李利， 局长焦红、 副局长
陈时飞出席座谈会。

双方一致认为， 保障中药质
量疗效、 维护人民群众用药安全
有效， 是国家中医药局和药监局
的共同责任。 长期以来， 中医药
主管部门与药品监管部门在政策

上强化协同 ， 在工作上相互支
持， 在制定中药标准、 推进中药
品种保护等方面开展了广泛合

作， 取得了不少成绩和经验。
双方共同表示， 面对新时代

中医药发展的新形势新情况新要

求 ， 双方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
央、 国务院对传承发展中医药的
决策部署， 进一步完善中医药相

关法规制度体系 ， 加强业务对
接、 改革协同和监管合作， 在中
药材种植 、 中药材质量管理 、
中药全链条追溯体系建设等方

面加强协作配合 ， 推动中药材
生产经营单位 、 医疗机构和地
方政府各方药品安全责任落实，
不断提升中药材质量安全水平，
为进一步发挥好中医药作为独

特的卫生资源 、 潜力巨大的经
济资源 、 具有原创优势的科技
资源 、 优秀的文化资源和重要
的生态资源五种资源优势提供

坚实保障 。 要通过强化跨部门
合作机制 ， 努力开创双方合作
交流 、 改革创新和中医药发展
新局面 ， 切实把中医药这一祖
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传承好、
发展好 、 利用好 ， 更好保障人
民群众身体健康。

国家中医药局、 药监局相关
司局负责人参加座谈。

（来源：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网）

国务院修改《《中药品种保护条例》》
等行政法规部分条款

携手共促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上海市宝山区中西医结合

医院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
光医院宝山分院） 肛肠科将于
10 月 13 日 （周六 ） 下午 ：
13： 00—16： 30 在宝山区团
结路 28 号门诊楼 3 楼举行
“宝医肛肠， 爱满重阳” 主题
义诊活动。

本次义诊由上海市名中

医，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

医院、 宝山分院肛肠科杨巍主
任领衔， 曙光医院及宝山分院
肛肠科各位主任级专家共同参

与。 现场提供免费咨询、 免费
查体 、 疾病防治 、 健康指导
等。

欢迎有兴趣的市民积极参

与！
（上海市宝山区中西医结

合医院）

日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签署
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
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对《中药品
种保护条例》 等 10 部行政法规的
部分条款予以修改，自公布之日起
施行。

其中，《中药品种保护条例》的
15 条条款被修改， 第二十六条被
删除。

具体修改如下：
第四条修改为：“国务院药品

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全国中药品种

保护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五条第一款、第八条、第十

条、第十一条、第十五条、第二十一
条、第二十五条中的“国务院卫生
行政部门”修改为“国务院药品监
督管理部门”。

第九条修改为：申请办理中药
品种保护的程序：

(一)中药生产企业对其生产的
符合本条例第五条、第六条、第七
条、第八条规定的中药品种，可以
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提出申请，
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药
品监督管理部门初审签署意见后，
报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特殊
情况下，中药生产企业也可以直接
向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提出

申请。

(二)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委托国家中药品种保护审评委员

会负责对申请保护的中药品种进

行审评。国家中药品种保护审评委
员会应当自接到申请报告书之日

起六个月内作出审评结论。
(三)根据国家中药品种保护审

评委员会的审评结论，由国务院药
品监督管理部门决定是否给予保

护。批准保护的中药品种，由国务
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发给《中药保
护品种证书》。

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责

组织国家中药品种保护审评委员

会， 委员会成员由国务院药品监督
管理部门聘请中医药方面的医疗、
科研、检验及经营、管理专家担任。

第十三条第一款中的“药品生
产经营主管部门、 卫生行政部门”
修改为“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第十八条修改为：国务院药品
监督管理部门批准保护的中药品

种如果在批准前是由多家企业生

产的，其中未申请《中药保护品种
证书》的企业应当自公告发布之日
起六个月内向国务院药品监督管

理部门申报，并依照本条例第十条
的规定提供有关资料，由国务院药
品监督管理部门指定药品检验机

构对该申报品种进行同品种的质

量检验。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根据检验结果， 可以采取以下措
施：

(一 )对达到国家药品标准的 ，
补发《中药保护品种证书》。

(二) 对未达到国家药品标准
的，依照药品管理的法律、行政法
规的规定撤销该中药品种的批准

文号。
第十九条修改为：“对临床用

药紧缺的中药保护品种的仿制，须
经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

并发给批准文号。仿制企业应当付
给持有《中药保护品种证书》并转
让该中药品种的处方组成、工艺制
法的企业合理的使用费，其数额由
双方商定; 双方不能达成协议的，
由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裁

决。”
第二十条修改为：“生产中药

保护品种的企业应当根据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药品监督管理
部门提出的要求， 改进生产条件，
提高品种质量。”

第二十三条中的“县级以上卫
生行政部门”修改为“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负责药品监督管理的部

门”。
第二十四条中的“卫生行政部

门”修改为“负责药品监督管理的
部门”。

（来源：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网）

新版《《癌症疼痛诊疗规范》》发布，，病因治疗新增中医药方法
日前， 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

《癌症疼痛诊疗规范 ( 2018 年
版)》， 列举了癌痛的病因、 机制
及分类， 并对癌痛评估、 癌痛治
疗等进行规范。

《规范》 指出， 癌痛的治疗方

法，包括病因治疗、药物治疗和非
药物治疗，在病因治疗方面，新版
诊疗规范新增了中医药、分子靶向
治疗、免疫治疗等病因治疗方法。

此外 ， 在非药物治疗方面 ，
《规范》 明确， 用于癌痛治疗的非

药物治疗方法， 主要有介入治疗、
放疗 (姑息性止痛放疗 )、 针灸 、
经皮穴位电刺激等物理治疗、 认
知—行为训练以及社会心理支持
治疗等。

（来源：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网）

记者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了解到，和几十年前相比，我国儿
童青少年营养不良发生率下降，超
重肥胖发生率却明显增加。专家就
此指出，保持健康体重，最重要的
理念是“治未病”，大力推广科学健
身、合理膳食。

根据国家卫健委近日发布的

《中国青少年健康教育核心信息及
释义（2018版）》，保持健康体重的关
键是合理膳食和科学运动。超重、肥
胖和盲目减轻体重都不利于健康。

“小胖墩”背后的健康隐患不容
忽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
与健康所所长丁钢强表示，超重肥
胖危害青少年正常生长发育，对其
心理、行为、认知和智力产生不良
影响， 甚至会导致儿童高血压、高
血糖、高血脂。同时，青少年超重肥
胖易延续至成年期，将增加青少年
成年后患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
病的风险。

丁钢强说，2010-2012 年中国
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检测显示，我
国 6-17 岁儿童青少年超重率为
9.6%，肥胖率为 6.4%，二者相加为

16%。同时 ，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
呈现男生高于女生、城市高于农村
的特点，超重肥胖率在近几十年中
明显上升。

青少年如何应对超重肥胖？国
家体育总局科学健身与健康促进

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漓指出，目前青
少年肥胖的主要原因在于热量摄

入过多、体力活动不足。对于这种
单纯性的肥胖，应注重科学的运动
加上合理的饮食控制。

张漓指出， 保持健康体重，最
重要的理念是“治未病”，其中很重
要的一环是对学校、家长和学生进
行全方位的科普教育，普及超重与
肥胖的危害，提高青少年的防范意
识。青少年应定期体检，监测身高
体重等生长发育指标， 及早发现、
科学判断是否出现超重和肥胖问

题，以便及时采取干预措施。
对于已经超重肥胖的青少年，

丁钢强建议，除主动科学地安排膳
食与运动外，青少年处于特殊的生
理阶段，应避免使用饥饿或半饥饿
疗法来控制和减轻体重，切不可盲
目服用减肥药品。 （来源：新华网）

国家卫健委：
青少年保持健康体重要注重 “治未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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