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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 电 预 告
(6月24日至30日,20日至23日部分停电调整) 网上国网APP 无锡电蜜蜂

因电网建设、设备检修等需要，
拟对以下线路进行计划停电，请停
电范围内的用户做好准备。我们将
尽量早完工、早送电。我们对停电
给您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感谢您
对我们工作的支持与帮助。

原6月20日部分调整
停电新增：
1、停电时间：8:30～16:30 停

电线路：10kV曙光线87#杆后段、

曙光线曙达后段

原6月21日部分调整
停电新增：
1、停电时间：9:00～16:00 停

电线路：10kV蠡滨线天卒5#柜蠡天

联212前段、蠡滨线天卒5#柜天卒

12#箱变213后段

停电取消：
1、停电时间：6:00～13:00 停

电线路：20kV精普线 影响范围：
蜂巢能源科技等部分用户

原计划：
1、停电时间：9:00～15:00 停

电线路：10kV张红线汽车支线、盛

店线南彩支线21#杆后段 影响范
围：凯龙高科技股份等部分用户

2、停电时间：6:00～12:30 停
电线路：10kV绿塔线绿壹前段、兴

源线兴源4#柜兴源F222前段 影
响范围：井亭新村等部分用户

3、停电时间：13:00～17:00 停
电线路：10kV兴源线兴源4#柜兴源

2环F222B—兴尚中段 影响范围：
风雷村许巷、唐巷、广发科技等部分

用户

调整为：
1、停电时间：22日9:00～15:00

停电线路：10kV 张红线汽车支

线、盛店线南彩支线 21#杆后段

影响范围：凯龙高科技股份等部

分用户

2、停电时间：6:00～12:30 停
电线路：10kV绿塔线绿壹前段、兴

源线兴源4#柜兴源F222前段、兴

源线兴源 4#柜兴源 2 环 F222B—

兴尚中段 影响范围：井亭新村、

风雷村许巷、唐巷、广发科技等部

分用户

原6月23日部分调整
原计划：
1、停电时间：9:00～15:00 停

电线路：10kV石街线石街6#柜联五

212后段、庙桥线庙桥1#柜观山212

后段 影响范围：公用水务投资、江

苏省太湖高级中学等部分用户

调整为：

1、停电时间：27日9:00～15:00

停电线路：10kV石街线石街6#柜联

五212后段、庙桥线庙桥1#柜观山

212后段 影响范围：公用水务投

资、江苏省太湖高级中学等部分用

户

6月24日

1、停电时间：6:00～19:00 停
电线路：10kV许惠线惠山1#站许惠

1环F242A—惠山3#站许惠F242

中段 影响范围：启拓酒店管理、惠

山区卫生局预防保健中心、惠山区

机关服务中心等部分用户

2、停电时间：6:00～19:00 停
电线路：10kV长欣线长江站锡南公

配F213后段 影响范围：旺庄公寓

等部分用户

3、停电时间：6:00～11:30 停
电线路：10kV北方线北胜—久尚中

段、胜利线杜村—万坝村中段 影响
范围：威力标准件厂、天马轴承、康

美制衣、嘉亿锻造等部分用户

4、停电时间：7:00～12:30 停
电线路：10kV檀丹线檀丹1#柜檀丹

1环F215A后段 影响范围：惠山区

洛社水利站、江苏汇坚国际工业原

料城、西泽物业管理等部分用户

5、停电时间：7:00～11:00 停
电线路：10kV嵩山线嵩山2#柜苗场

F212后段

6月25日
1、停电时间：6:00～15:00 停

电线路：10kV金白线圆石变—金白

1#柜金白F218—太阳城1#站金白

F218前段

2、停电时间：6:00～13:00 停
电线路：10kV塘舍线塘舍1#柜塘舍

2环F232B后段 影响范围：德林海

环保科技股份、中国人民武装警察

部队第二机动总队机动第二支队等

部分用户

3、停电时间：7:00～12:30 停
电线路：10kV嘉荫线荫南—嘉荫园

1#站嘉荫F234中段、长泰线长泰3#

柜长泰1环F233A—长泰1#柜长泰

F233—嘉荫园 5#站长泰 233中段

影响范围：中湑纺织、江苏汇顺医药

物流等部分用户

4、停电时间：7:00～12:30 停
电线路：10kV狄石线狄周—马宗中

段

5、停电时间：9:00～17:00 停
电线路：20kV长铁线博大站长铁1

环426A后段

6、停电时间：9:00～13:30 停
电线路：10kV交电线北创2#站交电

1环245A—交电1#柜交电F245—

锡澄路中段 影响范围：第二人民医

院等部分用户

6月26日

1、停电时间：6:00～11:30 停
电线路：10kV锡东线兴南后段、锡

南线黄南后段 影响范围：锡山区公

路管理处、照明管理处、太湖米业等

部分用户

2、停电时间：7:00～12:30 停
电线路：10kV龙延线、龙盘线 影
响范围：彩登电子、金龙川村精管等

部分用户

3、停电时间：7:00～13:00 停
电线路：10kV科普线 影响范围：
阿特拉斯·科普柯压缩机等部分用

户

4、停电时间：7:00～12:30 停
电线路：10kV东电线 影响范围：
东元电机等部分用户

5、停电时间：7:00～14:00 停
电线路：10kV航运线航运1#柜航运

1环F224A—航运3#柜航运F224

中段 影响范围：黎明村、蠡成村、特

来电新能源、万胜房地产、市手外科

医院等部分用户

6月27日
1、停电时间：6:00～13:30 停

电线路：10kV春光线江南坊1#站春

光F223前段、谈村线 影响范围：锡

东新城建设发展、坪湖净水科技、锡

山区安镇水利管理站等部分用户

2、停电时间：6:00～14:00 停
电线路：20kV南湖线丰裕苑1#站南

湖1环423A后段

3、停电时间：7:00～13:00 停
电线路：10kV博约线博约3#柜博约

F261前段、明德线明德 2#柜明德

F262前段、前曙线榭丽苑1#站前曙

F263前段、润玉线奥凯 1#站润玉

264前段 影响范围：照明管理处等

部分用户

4、停电时间：7:00～12:30 停
电线路：10kV先进线平曹—长天—

曹贰—曹先中段、眉月线云先联—

孤独—云贰—云眉中段 影响范围：
精益阀门、亨达热处理厂、申欧工程

设备等部分用户

6月28日
1、停电时间：7:00～23:30 停

电线路：10kV吉康线 影响范围：
尼吉康电子等部分用户

2、停电时间：7:00～11:30 停
电线路：10kV宅基线宅南前段 影
响范围：万充新能源科技、恒基商品

混凝土等部分用户

3、停电时间：9:00～16:00 停
电线路：10kV 景渎线景渎线 04#

杆前段、旺庄线旺庄1#柜旺庄1环

217A—旺庄线 04#杆中段 影响
范围：路灯管理、国和物业等部分

用户

4、停电时间：9:00～14:30 停
电线路：10kV夏家线夏家1#柜夏家

F214前段

5、停电时间：9:00～16:00 停
电线路：10kV时尚线 影响范围：
中德置业等部分用户

6月29日

1、停电时间：6:00～11:30 停
电线路：10kV春雨线春雨5#柜春雨

1环F223A后段 影响范围：云厦置

业等部分用户

2、停电时间：6:00～13:00 停
电线路：10kV栖霞线毛岸变—天郡

1#站栖霞261—香堤1#站栖霞261

前段

3、停电时间：6:00～13:00 停
电线路：10kV宜春线宜春1#柜宜春

F215前段 影响范围：花样年房地

产开发等部分用户

4、停电时间：7:00～12:30 停
电线路：10kV泾麟线泾麟1#柜泾

麟1环 226A后段、泾霞线泾霞1#

柜泾霞1环225A后段 影响范围：
南兴装备、拓普新材料科技等部分

用户

5、停电时间：9:00～16:30 停
电线路：10kV湖滨线湖滨线01#杆

前段、夏家线夏家 5#柜夏家 1 环

214A—夏家线01#杆中段

6、停电时间：9:00～17:00 停

电线路：10kV富岸线富岸线2#杆

前段、凤南线凤南线 2#杆前段

影响范围：索普电器工贸等部分

用户

7、停电时间：6:00～15:00 停

电线路：10kV金岸线金街—春来苑

1#站金岸F214—管厂后段、西浜线

西缪—美林湖站西浜F213—置业

后段 影响范围：钱桥街道办事处、

钱桥中心幼儿园等部分用户

6月30日

1、停电时间：6:00～11:30 停

电线路：10kV黄胶线欣天前段、叁

金线团结变—微智—鑫安11#站叁

金F223前段 影响范围：海古德新

技术、德力物业管理、华能电缆等部

分用户

2、停电时间：6:00～10:00 停

电线路：10kV嵩山线嵩山7#柜嵩苗

F212后段、文瑞线文瑞1#柜文瑞1

环231A后段

3、停电时间：7:00～12:30 停

电线路：10kV港东线凤檀—磁材—

戴家中段、港东线北檀后段 影响范

围：永裕包装厂、欣家日用品制造、

安士达五金等部分用户

4、停电时间：9:00～12:00 停

电线路：10kV嵩山线嵩山7#柜县圃

F211后段 影响范围：照明和排水

管理中心等部分用户

说明：

1、以上线路停电工作,早完工

早送电。凡有双电源的单位,应自

行拉开停电线路进线开关和闸刀,

严禁向停电线路倒送电。2、遇雨天

等不能工作停电相应取消。3、详见

“95598 智能互动网站——停电公

告”。

国网无锡供电公司

沿着总书记的足迹 海南篇

扫码阅读全文>>>

琼州潮涌展宏图

国家医保局日前印发《2022年
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
育保险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及
相关文件征求意见，这意味着今年
医保目录调整工作即将正式启动。

哪些药品有望纳入医保报销？
谈判药品协议到期后如何续约？这
些都能在工作方案中找到“答案”。

根据工作方案，目录外6类药
品可以申报参加2022年医保目录
调整，包括2017年1月1日至2022
年6月30日期间，经国家药监部门
批准的新通用名药品、适应症或功
能主治发生重大变化的药品；新冠
肺炎相关治疗药品等。

与去年相比，2022年医保目录
调整新增了儿童药品、仿制药品
等。其中，儿童药品范围应在国家
卫健委等部门印发的三批鼓励研发
申报儿童药品清单中，仿制药品应
在两批鼓励仿制药品目录中。

截至目前，国内共有60余种罕
见病用药获批上市，其中40余种进
入国家医保目录，涉及25种疾病。

工作方案明确，2022年6月30
日前经国家药监部门批准上市的罕
见病治疗药品可以申报今年的医保
谈判，申报药品的说明书适应症中
要包含有《第一批罕见病目录》所收
录罕见病。

在医保目录动态调整过程中，
药品谈判的“灵魂砍价”备受关

注。医保部门与医药企业就药品支
付标准进行磋商，并根据结果直接决
定该药品是否能进医保、以什么价格
进医保。2021年，经谈判进医保的
目录外独家药品有67个，平均降价
61.71％。

根据《基本医疗保险用药管理暂
行办法》，原则上谈判药品协议有效期
为2年。协议期满后，对协议期内医
保基金实际支出与谈判前企业提交的
预算影响进行分析对比，按差异程度
降价，并续签协议。

《谈判药品续约规则（征求意见
稿）》提出了纳入常规目录管理、简易
续约和重新谈判三种谈判药品续约规
则，并对三种续约方式进行详细规定。

根据往年续约结果可以发现，经过
谈判续约成功的药品在价格上往往更
具优势。如2019年27个经过谈判成
功续约的药品，价格平均降幅26.4％；
2020年14种独家药品按规则进行了
续约或再次谈判，平均降价14.95％。

在坚持动态调整医保目录的基础
上，医保目录调整也在进行更多尝试
与探索。此次工作方案首次提出，拟
纳入医保目录的非独家药品，采用竞
价等方式同步确定医保支付标准。

此外，今年的工作方案明确将独
家药品的认定时间定为2022年6月
30日，这将更好实现新药审批与进
医保的“无缝衔接”，鼓励新药研发创
制。 （据新华社北京6月16日电）

国家医保目录调整工作即将启动

更多 有望进医保

由于美国通胀“高烧”不退，美
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5日宣布加息
75个基点，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
间上调至1.5％至1.75％之间。这
是美联储自1994年以来单次最大
幅度的加息。

分析人士认为，随着美联储货
币政策进一步转“鹰”，美国股市、房
市承受冲击，就业市场面临挑战，经
济“硬着陆”风险加大。同时，美联
储收紧货币政策产生的负面外溢效
应也让全球金融市场承压。

紧缩政策持续加码

从3月加息25个基点，到5月
加息50个基点，再到此次加息75个
基点，美联储控制通胀的紧迫性可
见一斑。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坦言，
75个基点的加息幅度“非同寻常”。

鲍威尔还表示，从目前来看，下
一次会议很有可能继续加息50个基
点或75个基点，委员会将根据未来经
济数据做出决定。他说，美联储倾向
于在加息周期前期以较大力度加息，
给之后的货币政策留出选择空间。

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学家德斯
蒙德·拉赫曼告诉新华社记者，年初
以来股票和债券市场价格下跌已导
致价值约12万亿美元的美国家庭
财富蒸发，随着美联储进一步收紧
货币政策，股市在过去几天里大幅

下跌，这或许预示着今年晚些时候的
“硬着陆”。

根据彭博社经济部15日发布的
预测，美国经济到2024年年初出现衰
退的可能性高达72％。

波及全球金融市场

持续高通胀之下，市场已经预期美
联储会激进加息，这导致近几日全球一
些股市出现大幅下跌，日元、英镑和欧
元等主要货币对美元汇率明显走低。

分析人士指出，美联储前期行动
迟缓，一定程度上导致眼下美国面临
40年来最严重通胀局面，美联储不得
不在加息、缩表上“下猛药”。这不仅
仅会对美国经济自身造成冲击，也将
波及全球金融市场。

拉赫曼告诉记者，美联储持续加
息正促使资本从新兴市场经济体流入
美国，这可能导致一些经济体发生债
务违约，并让全球金融市场承压。

IMF认为，主要央行在收紧货币
政策时应清晰沟通，谨防给脆弱的新
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带来溢出性金
融风险。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波森
指出，由于美联储大幅加息，一些中低
收入经济体将出现财政困难，面临食品
和能源价格高涨困扰且仍处于新冠疫
情阴霾之下的经济体将遭受冲击。不
过，波森认为，大多数中低收入经济体
比过去更有能力应对美联储加息的冲
击，因此不太可能出现广泛的金融不稳
定。 （新华社华盛顿6月15日电）

美联储激进加息75个基点，美经济“硬着陆”风险加大

全球金融市场承压

6月16日，三星堆考古研究团队宣布将8号“祭祀坑”新发现的顶
尊蛇身铜人像与1986年2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鸟脚人像残部拼对
成功，专家将这件文物重新命名为鸟足曲身顶尊神像。在“分离”3000
年后终于合体，专家认为这件充满想象力的珍贵文物堪称中国青铜文
明的“巅峰之作”。“合璧”而成的这件鸟足曲身顶尊神像，头顶尊、手撑
罍、脚踏鸟，身体向后翻起，完成了一个高难度“动作”，反映了当时祭祀
行为中非常重要的仪式、行为。

左图为1986年2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鸟脚人像残部；右图为6
月15日拍摄的拼对成功的鸟足曲身顶尊神像。 (新华社发)

苦等3000年 找回另一半
三星堆鸟足曲身顶尊神像再“合璧”

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和乌克
兰危机导致风险挑战增多，我国经济
发展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
上升。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

刻洞察国际国内大局大势，高效统筹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
和安全，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引
领中国经济这艘大船沿着高质量发展
航道破浪向前、行稳致远。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发
展一时一事会有波动，但长远看还是
东风浩荡。“中国经济具有长期向好的
光明前景”！

（据新华社北京6月16日电）

勇毅笃行 长风万里
——习近平总书记引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稳中求进述评

扫码阅
读全文>>>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三次到海南考察，指引海南以更高的
站位、更宽的视野、更大的力度谋划和
推进改革开放。牢记总书记嘱托，琼
州儿女真抓实干，加快建设美好新海
南。 （据新华社海口6月1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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