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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速 科技创新
“唱主角”

海底捞即将上市
挑战依然不少

地方债新态势：高增速 变结构 严管控

随着广深港高铁香港段、港珠澳大桥等跨境工程即将开通，粤港澳大湾区

自 8 月以来，财政部连发三份文件，从公开承销、弹性招标和专项债发

建设正不断提速。 与大湾区相关的产品和服务在香港日趋丰富，商界纷纷瞄准

行等角度进一步规范完善地方债融资机制。 在一系列政策的护航下，地方

大湾区建设带来的新机遇。 有媒体认为，在粤港澳大湾区，香港在基础研究方面

债发行明显提速。 加上为期三年多的地方政府债务置换节奏有序推进，积

具有优势，而深圳、东莞和佛山等城市的市场导向创新及制造业实力很强。 因

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为地方发展持续提供了资金活水。 从总体来看，今

此，增进大湾区内部城市的互联互通会促进各方面创新。

年地方债的关键词为高增速、变结构、严管控。

（详见 4 版）

（详见 3 版）

近日，海底捞宣布其股份将于 9
月 12 日起在香港公开发售，并计划
于 9 月 26 日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
牌交易。 有分析认为，由于具有较强
的业绩支撑， 加上有顶级基金的参
与和背书，海底捞有望成为“今年最
受机构热捧的 IPO”。

全方位合力围堵
“蝗虫式”围标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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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需求变化
牵引无界融合变革

自去年以来，全国多地警方出手打击
串通投标犯罪，成效明显。 有的地市半年

消费需求变化牵引无界融合变

间便侦破案件 100 余起，项目标的金额超

革——
—专注消费经济及流通产业 20

过 66 亿元。“他们像蝗虫一样串联起 80

年的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贸易研

多家公司围标， 中标后把项目卖了 1400

究部主任赵萍对零售业无界融合现

万元，回报超过 6 倍。 ”这种“蝗虫式”围

象进行了深入研究， 两年的时间使

标，一次得手就能卷钱上千万元，在利益

其对零售业的无界融合有了更为深

驱使下，还滋生了一批职业串标人。

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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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信息保护专门立法提速

围标又称串通投标，即招标人与投标
人串通或是投标人之间串通，排挤对手从
而使自己中标的行为。 有些金额动辄以亿

本地化成为盒马鲜生
新零售突围
“
杀手锏”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恶性案件时有发生，刷单、骚扰等网络灰黑产日益猖獗，社会各界对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呼声强烈。 根据中

计算的房建、道路等项目，成为围标团伙

国人大网日前公布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即条件比较成熟、任期内拟提请审议。 其中，个人信息保护法是第 61 个项

角逐的猎物，一批职业串标人制造出一个

目，这意味着个人信息保护将迎来专门立法。

个让人瞠目结舌的故事。

CNSPHOTO 提供

其实，围标行为已存在多年，且多是

零售业态的跨界搭配已经并不

团伙作案，动静大的甚至可以组织近百家

鲜见，“生鲜食品超市+餐饮+APP+
物流” 的组合模式也已成为新零售
业态中的标配， 但如何才能从越来

企业“垄断”项目投标，其分工明确，有人

多个省份药品采集平台陆续调整抗癌药价格

代缴投标保证金，有人制作标书，有人到
场投标……在一些地区，常常聚集着数个

越趋近同质化的激烈市场竞争中脱

围标团伙，他们甚至各占其地，各有势力

颖而出， 则成为让各家企业头疼的
问题。 对于被誉为“新零售样本”的
盒马鲜生而言， 本地化商品战略是
其实现突围的一个重要“杀手锏”。

抗癌药：降价与创新仿制齐头并进
为了让更多患者顺利用上抗癌药物，

评价。 业界认为，此举就是鼓励替代原研。

伤害了大多数投标人的利益。 此外，其连

国家相关部门正不断出台新措施加快推

在推动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品种落地销售

带的层层转包、盘剥成本等行为，往往会

方面，多地也给予了政策支持。

导致下游工程质量“缩水”、服务“打折”，

进进口药及抗癌药降价工作。 近日，多个
省份药品集采平台陆续调整了抗癌药的
价格。 据了解，8 月以来，已有安徽、山西、

览会在上海展览中心开幕。 上海市

宁夏、新疆、山东、湖北等省份发布开展国

商务委披露，依托首届进口博览会、

家谈判药品降价的通知，患者的用药负担

打响上海品牌形象， 上海将启动老

正在逐步减轻。

字号重振计划， 对沪上 222 家老字

业内人士表示，未来仍需通过“创新
仿制”等行之有效的方式加速药品降价。

得上海老字号集聚化、国际化发展。

药品降价成趋势
近日，多个省份药品集采平台陆续调

近日， 多个省份药品集
采平台陆续调整了抗癌药的
价格。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8
月底，共有 14 个省份掀起了
药品降价潮， 涉及上千个药
品。 随着一系列政策逐步落
地， 未来抗癌药价格整体大
趋势面临调整， 降价是大势
所趋。 在此背景下，需要“创
新仿制” 等行之有效的方式
加以助推。

整了抗癌药的价格。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8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曾益新认
为， 要建立降低抗癌药费合理负担的长效

涉及上千个药品。 随着一系列政策逐步落

围标事件多发，且越来越专业化、“产

计划对抗癌药研发的 支 持 力 度 ， 优 先 支

业化”，说到底是利益驱动使然。 特别是建

持临床急需抗癌药研发，鼓励新靶点、

设工程行业近年来蓬勃发展，而相关配套

新机制抗癌药研究和原始创新。 其次，

政策和措施尚存在不成熟不完善的地方，

要 加 快 癌 症 防 治 药 品 审 批 上 市 ， 提高审

围标识别发现机制仍有不足，调查取证和

评能力，科学简化审批手续，加快癌症防治

事实认定等难度较大，一定程度上助长了

药品上市。 同时，要降低药品流通成本，严

串通投标犯罪的猖獗，而市场诚信体系不

厉打击商业贿赂、 价格垄断等违法违规行

健全等因素，也为围标行为“产业化”提供

为。此外，还要提升诊疗能力和合理使用抗

了土壤。
更重要的是， 与巨大的利益相比，相

癌药品。
幅为 4.69%。

甚至导致欠薪、“豆腐渣” 工程等乱象出
现。

机制。首先要鼓励研发创新，加大国家科技

事实上， 政府正在采取各种方法以加

关法律法规对围标行为的震慑力仍显不

速抗癌药、进口药的降价。国务院提出将大

足。 我国刑法规定，串通投标罪的最高刑

月底，共有 14 个省份掀起了药品降价潮，
“大部分抗癌药品实际价格下调幅度

幅降低增值税，采取政府集中采购、将进口

期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罪嫌疑人侥幸

主要集中在 2%至 6%。 ”中国药科大学国

创新药特别是急需的抗癌药及时纳入医保

完成一起较大工程的串通投标，其获利通

自今年 5 月 1 日起，我国以暂定税率

际医药商学院副院长、教授丁锦希分析认

报销目录等方式， 并研究利用跨境电商渠

常高达千万元，三年有期徒刑难以对其产

方式将包括抗癌药在内的所有普通药品、

为，主要原因在于按原有关税税则，进口抗

道， 多措并举消除流通环节各种不合理加

生震慑作用，较低的犯罪成本更让职业串

具有抗癌作用的生物碱类药品等进口关

癌药品中的单克隆抗体和其他生物制品原

价。

标人有恃无恐。

税降为零。 与此同时，各省份在国家对抗

关税即是 0%，不受零关税政策影响。 小分

此外，需要关注的是，以省为单位的药

相关法律法规赋予了招投标行为竞

癌药降税的基础上，也纷纷出台抗癌药省

子化学药品原关税为 2%， 降为零后对价

品集中招标模式难以根本 解 决 药 价 虚 高

争性、公平性和经济性的属性，良好的初

级专项集中采购实施方案，降低了抗癌药

格仅有小幅度影响。

问题，有医药界人士认为，必须建立全

衷和愿景不能被恶意逐利者扭曲、 绑架，

地， 未来抗癌药价格整体大趋势面临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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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围标行为成为招投标领域里的一大顽
环境， 还严重影响招投标工作的公正性，

近日，2018 第十二届老字号博

号分类施策，并建立品牌数据库，使

的公司， 对当地公开招标的项目进行围
疾。 其不仅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管理和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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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响上海品牌
启动老字号重振计划

范围，凭借强大的资金实力，组织有资质

整，降价是大势所趋。

“过去我国进口药、抗癌药的价格与亚

国统一的药械采购平台， 实行全国统

招投标程序不能沦为无视公平公正的“走

洲区域其他国家相比较一直处于最高水

一 联 合 限 价 阳 光 采 购 ， 特 别 是对进口专

过场”。 招投标活动中，应规范招投标条件

相关药品也在实操过程中加速降价。

平。”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杨燕绥表

利药品和独家生产药品及耗材价格， 只有

设置，压缩专业投标公司生存空间，创新

从去年开始，36 种药品经过国家价格谈

示，采用国家谈判、联盟谈判的方式，增加

进行全国统一谈判才能实现较大幅度下

招标方式体现择优原则，加强招标文件审

判，平均降幅达到 44%，其中一半是抗癌

谈判砝码，有效加大谈判力度，有望降低相

降。

靶向药，谈判过后，这些药品被纳入国家

关药品价格虚高的空间。

终端销售价格，并决定在全国开展省级抗
癌药专项集中采购工作。

医保目录，各省必须纳入报销范围。
不过，尽管与之前相比，不少进口药

查力度，加强代理机构监管，推动评标结
人社部此前已与相关企业开展了国家

医保价格谈判， 并将谈判后的药品纳入医

创新仿制齐头并进

及抗癌药价格有所下降，但抗癌药、进口

果信息公开等， 提高优质企业中标概率，
让公平竞争成为招投标应有的底色。

保，这其中就有不少进口抗癌药。业内人士

同时，要将打击串通投标犯罪和扫黑

表示，将进口抗癌药纳入医保药品目录，可

除恶、反腐相结合，严厉打击项目建设市

药 依 然 是 许 多 患 者 难 以 承 受 的 “奢 侈

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西药部副

以通过“以量换价”的方式倒逼企业降低价

场中的围标行为，要深挖黑恶势力的保护

品”。 比如，陕西省公布调整价格的 8 个

主任荣嫡表示，国家一直在推进抗癌药降

格。对此，国家医疗保障局医药服务管理司

伞，铲除围标滋生的土壤。 此外，还应进一

国家谈判抗癌药品中， 除盐酸厄洛替尼

价，考虑的是满足百姓用药的可及性和可

处长黄心宇表示，不仅要让群众用得上、用

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提高违法成本，引

片、 来那度胺胶囊以及醋酸阿比特龙片 3

负担性。企业降价一方面是响应国家政策，

得起抗癌药， 也要让企业的合理利润得到

入信用评价机制并加大参考权重，推动诚

个药品降幅超过 6%外， 其余 5 个产品的

同时还要基于公司自身的发展策略。

保证，同时也保证医保基金能够承受。

信体系建设，形成一个高效、开放、竞争、

降幅均在 3%至 5%之间，8 个产品平均降

近年来，国家一直力推仿制药一致性

（吉蕾蕾 陆静）

有序的招投标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