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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缝刊登的信息不作为双方交易的法律依据，交易时
请认真核实相关证照，谨慎付款，自行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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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接家庭装修、办公场所
装修；家装、工装整屋家具定
制；承接同行二手单柜体定制；
工厂一站式服务→设计→加工
→安装。

橱柜门、衣柜柜门定制加工
（种类有PVC吸塑、PET、高光纳
米板材等）；免漆板材加工定制柜
体（材料与环保等级自选）。

工厂设有样板展厅，欢迎参
观选购。

定 制 热 线
18904515815
15846048899
工厂地址：哈尔滨市南岗

区王岗镇哈双公路 592 号，金
福来家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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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氧泉负氧离子液诚招全国代

理商，负氧离子液使用方便，持久释
放负氧离子，含量达5000/cm3净化空
气，抗菌除醛，新房净化、学校、办公
场所优选。

加盟电话
19845256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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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项目:财税筹划（应

对金税四期，提供专业的税
务筹划），代理记账，高新企
业申请，企业注册（医疗器械
优惠），工商服务。

联系电话：王经理

13101500809

搬家刊登电话

王萍13351116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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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人素质，真诚服务，七折优惠，全市各区均可发车
退役军人搬家
18745057660
18845765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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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揽：轻辅、整装、单项、木

工、油工、水电工、瓦工。
承接：铜门、不锈钢门、氟碳

门、感应门、旋转门、高间隔断、
玻璃隔断、铁艺、牌匾、卷帘门、
批发各种规格不锈钢板、管材、
配件。

哈 尔 滨 市 区 内 可
免费上门测量！

欢迎致电

18249724111
13613643307
生活报中缝广告生活报中缝广告
受理地址：哈尔滨道里区地段
街1号生活报一楼阳光大厅

刊登
电话

84681180
15004697804

广告信息请登录生活报数字报网址查询广告信息请登录生活报数字报网址查询：：
http://epaper.hljnews.cn/http://epaper.hljnews.cn/

生活报讯（记者吕晓艳）5
日，生活报记者从哈市教育局获
悉，哈市教育局发布《哈尔滨市学
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培训行为负面
清单》，各区、县（市）教育局要以
负面清单“十项管理”为依据，加
强对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的监
管。对于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出
现负面清单所列行为的，要依法
依规予以处理，情节严重的，列入
黑名单，并按有关规定实施联合
惩戒。

哈尔滨市学科类校外培训机
构培训行为负面清单部分如下：

资质管理
未取得办学许可证和未进行

法人登记(民办非企单位登记书）
擅自面向中小学生开展学科类教
育教学活动。擅自变更学科类校
外培训机构名称、层次、类型和举
办者的，多址开展学科类培训。
伪造、变造、买卖、出租、出借办学
许可证。

教学管理
学科类培训内容超出相应学

段国家课程标准，培训进度超过
中小学校同期开课进度。其培训

内容、班次、招生对象、进度等未
向所在地教育行政部门进行审
核、登记、备案，并向社会公布。
线上培训机构提供和传播“拍照
搜题”等惰化学生思维能力、影响
学生独立思考、违背教育教学规
律的不良学习方法。擅自开展面
向学龄前儿童的线上培训，以学
前班、幼小衔接班、思维训练班等
名义面向学龄前儿童开展线下学
科类（含外语）培训。在科技、体
育、文化艺术等非学科类培训中
从事学科类培训。组织举办、受
托举办或变相举办中小学生学科
类等级考试、竞赛及进行排名。

时间管理
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

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
培训时间与本地中小学校教学时
间冲突。线下培训结束时间晚于
20时30分。线上培训结束时间
晚于21时。

师资管理
聘用未具备相应教师资格的

人员从事学科类培训。聘用因师
德师风被辞退或纳入校外培训机
构从业人员黑名单的人员。聘用

中小学、幼儿园在职教师(含教研
员)或高薪挖抢学校教师。违反国
家有关规定聘用外籍人员，聘请
在境外的外籍人员开展培训活
动。未对拟招用人员和劳务派遣
人员进行性侵等违法犯罪信息查
询。未依法与招用人员签订书面
劳动合同，未开展岗位培训。

收费管理
未使用《中小学生校外培训

服务合同（示范文本）》（2021年修
订版）。未按政府指导价标准收
费，包括向培训对象摊派费用或
者强行集资。收费时段与培训
（教学）时间段不一致。一次性收
取或以充值、次卡等形式变相收
取时间跨度超过3个月或60课时
的费用。预收费资金未缴入机构
培训收费专用账户，使用其他账
户或非本机构账户收取培训费
用。开具非法票据，对学生家长
提出的合理退费事宜，未严格履
行双方合同约定或相关法律规定
办理，无故不退、少退或缓退。抽
逃、挪用机构注册资金和学费收
入。诱导中小学生家长使用分期
贷款缴纳校外培训费用。

哈市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

有这些行为 将依法依规处理
生活报讯（记者梁晨）4日，生活

报记者从哈尔滨市政府获悉，哈尔滨市
工信局日前出台《哈尔滨市制造业和信
息化融合发展专项扶持计划实施细则》
《哈尔滨市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物流费
用补助项目扶持计划实施细则》《哈尔
滨市企业云应用扶持计划实施细则》三
项扶持政策。

被国家认定为新一代信息技术与
制造业融合发展试点示范、网络安全技
术应用试点示范的企业可申报扶持。
对遴选认定为国家新一代信息技术与
制造业融合发展试点示范、网络安全技
术应用试点示范的企业，分别给予一次
性奖励100万元。对国家评定分级前
新通过国家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评定的
企业，给予一次性最高不超过40万元
奖励。哈市将对2021年物流费用增长
200万元（含）以上的规模以上制造业
企业，按物流费用增量的5%给予补
助，单户企业最高不超过50万元。

哈市出台三项
制造业扶持政策

最高奖励100万

生活报讯（记者吕晓艳）5日，生
活报记者从哈市人社局获悉，哈尔滨市
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迁新址了，地址为
哈尔滨市第十医院，道里区顾新街788
号。市民工伤伤残等级鉴定申报可“不
见面”“网上办”，通过社保通微信小程
序即可申报。

哈市劳动能力
鉴定委员会
迁新址

生活报讯（记者吕晓艳）5
日，生活报记者从省人社厅获
悉，近日，2022年就业援助月专
项活动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启

动。活动集中为就业困难人
员、残疾失业人员、脱贫人口等
重点帮扶对象提供就业帮扶。

活动期间，各地将建立就

业帮扶对象清单，广泛收集适
合的岗位信息，下沉基层开展
走访慰问，组织系列特色招聘
活动。

我省就业援助月启动 将组织系列特色招聘活动

黑龙江职业学院提供黑龙江职业学院提供

生活报讯（实习生郭佳鑫 记者吕晓艳）近日，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
生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获奖项目名单公布，来自黑龙江职业学院的“自跟随垃圾清
洁车——清洁道路的美容师”项目获得职教赛道铜奖。生活报记者采访了“自跟随
垃圾清洁车”团队的指导教师潘胤卓，一起来了解“自跟随垃圾清洁车”背后的“黑科
技”吧。

为了减轻环卫工人的负担，黑龙江职业学院
潘胤卓老师的团队研发了一款自跟随垃圾清洁
车，它会自动跟着人走，既轻松又方便。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采用了UWB定位技术，可
以测量人和车之间所处的位置和转角，从而调整
车的位置和姿态，通过专门的标签可以识别到环
卫工人，标签只有2cm左右的长度，可以揣兜里或
者戴手上。实际使用时，环卫工人在前面走，自跟
随垃圾清洁车会乖乖地跟在后面，很自觉地和环
卫工人保持一定距离，不会走丢，也不会认错人。

自动跟着人走 轻松又方便

这辆清洁车不仅仅是个“跟屁
虫”，还肩负着保卫环境的重任，环
卫工人只需要拿着一个管子在前
面吸就可以了。3.3千瓦功率的发
动机让它具备了超强的吸力，废
纸、水果核、口罩都可以吸。满地
的落叶，用它一吸就没了。它还可
以对付草坪上的垃圾，拉着它随便
溜达一下，就完成了清扫工作，比
拿着扫帚、簸箕弯腰捡垃圾轻松自

在很多。
大型扫路车效率确实很高，但

在人行道、园区这种狭窄的地方就
派不上用场了。自跟随垃圾清洁
车小巧的身材，可以在大街小巷中
自由地穿梭。当垃圾装满时，它还
有提醒功能，只要换上新的垃圾桶
就可继续使用了。自动避障、自动
上下路边石……为环卫工人节省
了不少时间，还降低了工作难度。

超强吸力 废纸、水果核、口罩都能吸

潘胤卓老师介绍道，这个项
目是黑龙江职业学院成果导向
教育的一次实践，“在自跟随垃
圾清洁车的研发制造过程中，学
生们提升了创新能力、锻炼了专
业技能，也践行了工匠精神。目
前这个项目还在完善中，希望能
引进并普及到城市的环卫工作
中。”

希望能引进到
环卫工作中

黑职院师生研发自跟随垃圾清洁车

小小““跟屁虫跟屁虫””能耐真大能耐真大
边“溜达”边清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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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瞭望》新闻周刊报道（记者宋瑞 张宇
琪）我国高值医用耗材不合理的价格水分，自
2020年起被逐步挤出——设立在天津的国家
组织高值医用耗材联合采购办公室（下称联采
办）利用集中采购优势，通过“以量换价”让企业
和患者共赢，在冠脉支架和人工关节这两种高
值医用耗材上打了两场“硬仗”。

2020年11月，首个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
材集采公布结果：冠脉支架均价从1.3万元左右

“跳水”至700元左右，降幅达93%。
2021年9月，第二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

材集采公布结果：人工髋关节平均价格从3.5万
元下降至7000元左右，人工膝关节平均价格从
3.2万元下降至5000元左右，平均降价82%。

高值医用耗材价格何以实现“跳水”？集采
“兵法”能否确保中选品种保质保供？高值医用
耗材集采周年之际，记者为你一一解密。

冠脉支架价格大幅降低的惠民举措迅
速得到百姓认可，“国家队”马不停蹄，继续
精准出击人工关节，预计全国患者将于
2022年 3月后陆续用上降价后的中选产
品。据了解，从冠脉支架到人工关节，“国
家队”的集采“兵法”并非简单复制。“一品
一策”原则应运而生。

“骨科耗材是高值医用耗材中市场金
额占比最高的门类，由于技术分类和组合
复杂，这类耗材长期以来是集中采购的难
点。”联采办业务科张明慧说。

“人工全髋关节一般由4个部件组成，人
工膝关节一般由3个部件组成。髋膝关节假
体根据不同部位，采用不同材料制成。”张明
慧说，相比以个为单位计件的冠脉支架集
采，人工关节集采的难度成倍升级。

按照“招采合一”原则，分析海量采购
和使用数据后，联采办将临床完整手术所
需的多个主要部件组合为产品系统实施采
购，避免部分必要的部件因未中标短缺，或

部分部件因未被纳入集采疯狂涨价，确保
临床治疗的整体性和安全性。

国家医疗保障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
司司长丁一磊介绍，以系统为单位进行报
价，可避免“按下葫芦浮起瓢”的情况，整体
降低患者费用负担。在2021年9月举办的
国家组织人工关节集中带量采购申报信息
公开大会上，参与竞选的48家企业中，有
44家中选，中选率达92%。内外资企业均
有产品拟中选，既包括医疗机构常用的知
名企业，也包括新兴企业，兼顾市场稳定性
和活力。在丁一磊看来，这次中选结果基
本符合预期。“中选产品的意向采购量占医
疗机构总意向采购量的80%以上，表明本
次集采在降低虚高价格的同时，与临床实
际需求实现了较高的匹配度。”

据国家医保局估算，按2020年采购价
计算，公立医疗机构人工髋、膝关节采购金
额约200亿元，预计节约费用160亿元，每
年超过50万名关节置换患者将明显受益。

如何避免集采“按下葫芦浮起瓢”

作为首个“试水”国家带量采购
的高值医用耗材品种，冠脉支架在
推行新价格中，曾出现“冠脉支架型
号不全”“以前没钱做手术，现在有
钱没支架”等声音。

对此，联采办立即调研并给出
全国整体情况：2021年1-11月，中
选企业已出厂供应中选支架260.07
万个，达全年协议采购量的2.42倍
以上，为医院实际使用量的 1.98
倍。这意味着，从全国看冠脉支架
的供应数量高于实际使用量，各种
规格的冠脉支架均库存供应充足，
总体不存在冠脉支架“供应不上”的
状况。

“集采前冠脉支架价格虚高，支
撑了配送企业提供随叫随到、随时
补货加赠送的‘保姆式’服务。冠脉
支架集采价格落地后，物流成本大
幅缩减，需通过提高效率、增加精准
性等现代技术‘消化’，生产企业、配
送企业与医疗机构在磨合中不断提
升供应效率。”高雪说。

与此同时，联采办会同相关部
门指导医疗机构加强采购和库存管
理能力建设，提升信息传递和采购
运转效率。据悉，联采办专门开发
了线上冠脉支架产能和库存填报功
能，方便及时了解中选产品库存情
况，进行短缺预判。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介绍，该
院已加强院内高值医用耗材备货、
使用、盘货、补货等环节的精细化管
理。“我们心脏科2020年全年共完
成1200多台PCI手术。新价格落
地后，2021年以来已完成1600多
台。”该院心脏科相关负责人说，

“2021年8月，医院从系统上申请增
量，并且及时得到增量补充，整体上
可以满足供应。”

近期，在人工关节集采医疗机
构填报采购需求工作中，天津第一
中心医院骨科主任夏群第一时间便
向心脏科同事讨教申报产品用量的
经验。

不同于冠脉支架手术，人工关节
置换对手术跟台、物流配送、仓储管
理、配套工具等伴随服务的需求较
强。除了产品的配送、消毒等基本服
务，还需要手术现场的产品使用指
导，以确保各个组件应用的准确性。

人工关节集采价格“跳水”后，生
产、配送与医疗机构磨合的“难度系
数”加倍，不少人担忧企业会挤压伴
随服务进而影响后续供应和使用。
为保障供应，联采办规定，企业申报
产品时，可以自由选择供应全国或
仅供应部分地市，确保企业根据自
身能力和历史销售范围选择供应地
区，中选后能够保证足量及时供
应。为做好人工关节执行工作，联采
办将建立登记制度，开发中国医保医
用耗材登记系统（人工关节类）。联
采办信息工作负责同志陈宇翔说：

“该系统将通过收集患者信息、术者
信息、产品使用信息及手术相关信
息，建立患者档案，汇总使用数据，便
于产品质量监管和责任追究。”

“老百姓所关切的，就是我们努
力的方向。未来我们将对更多临床
用量较大、采购金额较高、临床使用
较成熟、多家企业生产的高值医用
耗材开展集中带量采购，以量换价，
惠及百姓。”张铁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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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病虽不愉快，但做完
手术却感觉自己赚到了。”生
长在相声之乡天津的石磊拿
着自己的手术缴费单开起了
玩笑。

2021 年 11 月 24 日上
午，50岁的石磊在天津市第
一中心医院完成第二次经皮
冠状动脉介入手术（PCI）。
这次，他的心脏安装了两个
冠脉支架。

2021年 3月底，石磊突
发心梗导致昏迷，经心脏造
影检查，其主动脉完全堵塞，
当即进行手术。后经检查，
石磊另一个血管堵塞程度也
达到75%，医生建议半年后
再行第二次手术。

“早就看新闻得知，2021
年1月1日起，冠脉支架正式
实施新价格，原来动辄一两
万的支架现在才700多元。”
石磊说。

据石磊介绍，他第一次
手术所有花费不到2万元。

“我瞅着缴费单上没什么大
数，再加上我有医保和商业
保险，几乎花不了什么钱。
第二次的手术费用就更不用
担心了，我现在一切感觉良
好。”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心
脏科主任医师卢成志说：“以
前冠脉支架没降价时，我曾
遇到过因做不起手术而放弃
的患者，以及装完冠脉支架
想要逃费的患者。冠脉支架
集采落地后，这样的情况就
鲜有发生了，老百姓节约了
不少治疗费用。”

2021年11月初，来自吉
林的邢华因突发心脏病在心
脏植入3个冠脉支架。“我知
道自己心脏上的老毛病，以
前医生也建议我做冠脉支架

手术，但是一个冠脉支架要2
万多元，有医院让我准备18
万元医疗费用，这太贵了，我
左想右想还是承受不了，就
一直拖着没做。”49岁的邢华
叹了口气。

“这次突发心梗入院，
没想到一个冠脉支架才几
百元，我想都没想直接就做
了手术，手术费加住院费一
共才3万元，手术后一天就
恢复过来了，感觉挺好。”邢
华感叹道：“原先的大手术
价格下降了，一般老百姓都
负担得起。心脏上的毛病
随时要人命，这下好了，经
济紧张的患者不用一拖再
拖。”

联采办集中采购组组长
高雪介绍，冠脉支架中选的
10个产品中，最高报价798
元，最低报价469元，包含6
家国内企业的7个产品，以
及2家进口企业的3个产品。

“集采挤出流通环节灰
色费用后，生产厂家、配送企
业和医疗机构回归正常、平
等的购销关系，部分原来手
术收费标准较低的省份将上
调收费标准，同时应用医保
支付结余留用、支付方式改
革等机制，提升相关科室医
务人员在工作量稳定情况下
的‘阳光收入’。”联采办主
任、天津市医疗保障局副局
长张铁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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