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今年5月1日起，中国实施抗
癌药等药品“零关税”已满百日。三
个多月来，多地多部门多措并举，通
过医保准入谈判、省级抗癌药专项
集中采购、加快境外新药审批流程、
纳入医保等举措，力促民众买得到、
用得起“救命药”。

多措并举 让“救命药”买得到、
用得起

一段时间以来，抗癌药的话题成
为民众关注的焦点。在抗癌药零关
税政策实施满3个月后，国家卫生健
康委、国家医保局、国家药监局等相
关部门密集发声，介绍相关政策措
施，解决患者“救命药”买不起、拖不
起、买不到的诉求。

在保障抗癌药的供应方面，国家
卫健委近日表示，推动公立医院实
行药品分类采购。例如，对部分专
利药品、独家生产药品，建立公开透
明、多方参与的价格谈判机制；而对临
床必需、用量小、市场供应短缺的药
品，由国家招标定点生产、议价采购。

而对于境外上市新药，如何能尽
快到达患者手中？这也同样是有关
部门需要应对的挑战。

对此，国家药监局局长焦红近日
介绍，准备组织专家对正在审评审
批的 201 个和未到中国申报的 138
个新药，共计339个新药进行研究分
类，筛选出罕见病治疗药品、防治严
重危及生命疾病如抗艾滋病药、抗
癌药等药品。药监局会集中审评力
量加快审评，罕见病药品3个月内审
结，其他临床急需药品 6 个月内审
结，预期缩短上市周期1至2年。

抗癌药纳入医保，也是保障民众
用得起药的重要举措。据媒体报道，
由于部分抗癌的“救命药”迟迟不进
医保，甚至出现了一些患者“先看是
否纳入医保，再看疗效”的现象。

对此，国家医保局近日透露，对
医保目录外的独家抗癌药，国家医
保局已启动2018年准入专项谈判工
作，将疗效明确、临床必需的新药、
好药，通过谈判以合理价格及时纳
入医保目录范围。目前正在与企业
确认谈判意愿。

国家医保局还称，专家提出的拟
谈判药品均为治疗血液肿瘤和实体
肿瘤所必需的药品，覆盖了非小细
胞肺癌、结直肠癌、肾细胞癌、黑色
素瘤、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淋巴癌、
多发性骨髓瘤等多个癌种。谈判工
作预计9月底前完成。

零关税百天，药价降没降？

今年5月1日起，中国以暂定税
率方式将包括抗癌药在内的所有普
通药品、具有抗癌作用的生物碱类
药品及有实际进口的中成药进口关
税降为零。

记者梳理发现，近期，湖北、北
京、辽宁、甘肃等多省份都对抗癌药
进行了降价，政策红利已经开始逐
渐落地，惠及多地患者。

例如，6月 29日，湖北省公立医
院药品(耗材)供应保障平台发布公
告称，响应国家税改政策，根据企业
申请，下调辉瑞 15个品种、20个品
规药品挂网价格，降幅3.4%-10.2%。

再如，7月 15日，辽宁省药品和
医用耗材集中采购网也发布通知
称，同意西安杨森对旗下一款抗白
血病药物达珂(注射用地西他滨冻干
粉针，50mg)进行降价，药品由原来
的10327.22元降到了4996元。经记
者测算，其降幅超51%。

中国药科大学医疗保障政策研
究中心副主任常峰此前接受媒体采
访时称，进口抗癌药零关税政策已
经实施三个月，相关药物价格下降

幅度在 3.30%-51.62%不等，各省出
台的降价抗癌药的平均降幅达到
7.51%。

不过，此前也有媒体调查发现，
零关税新规的市场反应存在一定的

“滞后效应”。比如在辽宁省一所三
甲医院肿瘤内科，自5月1日至7月
下旬，贝伐珠单抗等临床使用的主
要进口抗癌药价格未下降。

为何终端药价会有较长的“反射
弧”？中国药科大学国家药物政策
与医药产业经济研究中心项目研究
员颜建周在今年7月接受媒体采访
时分析，终端药价变化“慢半拍”受
到多重因素影响，比如在今年5月1
日前，国内市场中已经库存了一定
量的进口抗癌药品，这部分药品并
没有受到降税政策的影响，价格会
与之前保持一致。而且，这部分药
品库存销售完毕仍需一定周期。

国产抗癌药：创新仿制齐头并进

除了推进境外原研抗癌药的市
场准入，国产药的研发也同样备受
关注。

日前，国家卫健委有关负责人表
示，中国于2008年启动实施“重大新
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截至 2017
年底，已立项课题1700余项，包括抗
癌药在内的一大批品种获得新药证
书，有8个抗肿瘤药获得1类新药证
书。新药专项还对临床急需的大品
种给予支持，改造200余种临床急需
品种，涉及国家基本药物80余种，药

品质量大幅提升。
在鼓励药品创新的同时，国家药

监部门还继续加快推进仿制药质量
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逐步提高
已上市药品质量。目前，国家药监
局已公布参比制剂 15批 1071 个品
规，共有 4批 41个品规的仿制药通
过了一致性评价。国家药监局也将
与相关部门共同对这些品种涉及的
医保支付、优先采购、优先选用等问
题进行协调落实。

除了推进新药研制，国家卫健委
还于近日介绍，称在着力推动高质
量仿制药进入临床使用。根据今年
初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改革
完善仿制药供应保障及使用政策的
意见》，药品集中采购机构要按药品
通用名编制采购目录，促进与原研
药质量和疗效一致的仿制药和原研
药平等竞争。

国家卫健委有关负责人还表示，
将与原研药质量和疗效一致的仿制
药纳入与原研药可相互替代药品目
录，在说明书、标签中予以标注，并
及时向社会公布相关信息，便于医
务人员和患者选择使用。

对此，有专家表示，全面提升仿
制药质量，目标是实现国产仿制药
对原研药的临床替代。开展仿制药
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对提
升中国制药行业整体水平，保障药
品安全性和有效性，促进医药产业
升级和结构调整，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抗癌药零关税满百天：
多部门力促“救命药”降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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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 日，我国下调
1449 个日用消费品进口
关税的税目和税率，使平
均 税 率 由 15.7% 降 为
6.9%。时隔一个多月，这
一降税礼包逐步“变现”
为消费者的购物福利。
过去几天，记者调查走访
发现，部分奢侈品、生鲜、
家电的进口商品价格已
有所下降，但也有些商品
由于各种原因售价暂无
明显变化。有业内人士
认为，相关消费品降价效
应将逐渐显现。

部分奢侈品率先降价

根据国务院关税税
则委员会发布的公告，我
国从今年7月1日起下调
日用消费品进口关税的
税目和税率。此次降税
涉及 1449 个税目，平均
税率由 15.7%降为 6.9%，
降 税 幅 度 几 乎 达 到 一
半。本次降税商品涵盖
食品、服装鞋帽、家具用
品、日杂百货、文体娱乐、
家用电子、日化用品、医
药健康 8类日用消费品。
此次日用消费品降税的
规模，达到了前4次降税
总数的7倍。降税礼包在
造福相关企业的同时，能
否部分转化为更为实惠
的商品价格，成为人们关
注的重点。

7 月初记者调查发
现，由于政策刚刚实施，
落地尚需时间，相关商品
价格变化不大。当时不
少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企
业方会对此进行评估，时
间会有所延后，但外界的
降价预期应能兑现。时
间过去1个多月之后，记
者近期再次走访市场，发
现与政策刚生效时相比，
市场已经开始发生一些
变化。

在这之中，奢侈品价
格的下降较为明显。LV
统一对部分产品售价做
出相应调整，手袋整体降
价300元至1500元不等，
降价幅度区间为 3%～
5% 。 以 经 典 水 桶 包
NEONOE 为例，其价格
从 1.23 万元下调至 1.18
万元。GUCCI 也随后调
整了零售门店的商品价
格，包括新款及经典款，
平均降幅5%。店里的大
号 GG Marmont 现价只
需 1.9 万元，比原来便宜
近2000元。

事实上，上述奢侈品
品牌也是在本轮关税调
整下，较早行动发挥“表
率作用”的，它们大多于7
月上旬就进行了调价。

部分进口家电及海
鲜降价

除了降价显著的奢
侈品，近来还有不少品类
进口产品价格有所下降，
但并非覆盖所有产品。

记者走访苏宁易购
卖场时发现，一款英国原
装进口洗衣机降价幅度
较为明显，8kg版的洗衣

机，约为原价 6 折出售。
导购人员告诉记者，该品
牌结合此次关税下调及
其品牌日的契机进行了
降价。不过，据苏宁方面
透露，冰箱、洗衣机纯进
口的产品不多，通知降价
的也较少。

近期海产品如鳕鱼
扒等价格有所下降，这种
在美国饲养的进口鱼价
格日趋实惠，与进口关税
的降低有一定关系。盒
马鲜生采购负责人李菊
则表示：“调整范围内商
品，会受到这次降税的政
策影响。目前像瓶装水、
面、酱 油 ，价 格 降 幅 在
10%到 15%不等。”而据
其透露，价格优惠会在
九、十月份有深入的体
现。例如进口的意大利
水，预计在 9月份会有约
10%的调整。

短期价格仍未必占
优势

不 过 ，记 者 也 留 意
到，有些相关进口产品价
格变化不大。

为何出现同一品类
降价情况不同的状况？
有家电品牌导购人员表
示，越来越多人青睐购买
国货，此外不少家电产品
是贴着国外品牌标签但
在国内生产的，因此这一
政策并没有在家电圈激
起太大的价格波澜。还
有分析师指出，随着部分
原材料价格的上升，家电
价格或仍处于上行态势，
这也是整体降价不多的
原因。

有奢侈品导购人员
告诉记者，尽管这一次奢
侈品价格调整动作相较
以往“尺度更大”，但从销
量来看，整体趋于平稳。

从现实情况来看，降
价后的产品，例如有些
包、化妆品等，价格仍比
海外很多地方要高。此
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公共收入研究中心主任
张学诞曾透露：“根据我
们的计算，本轮降低关税
的税额大概占进口产品
零 售 价 格 的
0.4%-6.5%。”即便如此，
也并不意味在完全降价
之后会一定具备价格优
势。因此，有消费者表
示，还是会理性看待，会
在对比价格差异程度后，
再决定是出境时购买或
寻找代购还是在国内购
买。

中长期或再促消费
升温

不过，参照此前的降
税经验，从中长期来看可
能促成消费升温。由于
商品原材料价格本身变
动等原因，关税下降带来
的降价时间和幅度可能
不一。但总体来说，关税
下调所逐渐带来的消费
品降价，相对应能吸引更
多消费者选择在国内购
买进口商品。

消费品降关税福利
逐步“变现”
家电开始降价

租房、租车、租珠宝、租奢侈品箱
包……如今，各式租赁平台正火热发
展起来，一个“万物可租”时代仿佛
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新租赁经济模
式降低了租赁双方的信息沟通成
本，打通了信用、支付、物流等环节，
也在改变着消费者的观念。不过，
共享睡眠舱、共享雨伞等众多项目
等无疾而终也提醒我们，新租赁经
济要想真正成长起来，还需要解决
很多“痛点”。

“使用”成趋势

曾有国外学者预言：“未来资源
的使用权将比所有权更重要，人们
将通过获得服务的方式取代‘占有’
实物。”在中国，很长一段时间里，很
多人信奉“买不起才租”，但这种消
费观念正随着新租赁经济的崛起而
改变。

北京白领温小姐是一个旅游达
人，今年初她到欧洲旅游，在微信朋

友圈中分享了很多自己拍摄
的照片，很多照片质量颇高，
她 将 此 归 功 于“ 摄 影 器 材
好”。通过某租赁平台，她租
赁了一款品牌相机和镜头，全
套设备购买需3万多元，而租
赁只需要每天50元。

贵阳全职妈妈曾红最近
也爱在网上给孩子租赁玩
具。她的孩子今年刚满1岁，
对玩具往往只有“三分钟热
度”。“家里是小两居，买回来
的玩具很占地方，孩子玩过后

也不好转卖，还不如在网上租，价格
不贵，隔半个月就能换一拨。”如今，
她在网上选择了一家信誉良好的玩
具租赁平台，准备长期租赁。

租房、租车、租手机、租宠物……
时下，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
正在成为“租一族”。国家信息中心
今年3月发布的《中国共享经济发展
年度报告（2018）》显示，2017年我国
共享经济市场交易额约为49205亿
元，比上年增长 47.2%，其中知识技
能、生活服务、房屋租赁、交通出行
等领域交易额增长最快。预计未来
5 年，我国共享经济有望保持年均
30%以上的高速增长。《报告》同时指
出，这些共享模式的重点不在于拥
有而是使用，这表明我国消费观念
正在发生积极变化，租赁共享成为
潮流。

有调研数据也印证了这一观点，
有 73%的用户对租赁持开放态度，
其中一、二线城市人们更乐于接受
租赁。“租一族”的典型用户是“95

后”人群，他们大多是学生和白领，
喜欢尝试新鲜事物。

专家表示，相对于此前以押金或
预付金为重点的“伪共享”，或相比
传统租赁需要支付押金才能获得一
定时间内的使用权，新租赁经济用

“信用分”等信用机制取代押金机
制，促进消费者便捷地使用而非占
有物品，这正成为一种趋势。

找准用户“痛点”

提供服装租赁的“女神派”、从事
玩具租赁的“宝贝半径”“玩具超
人”、进行家用电器租赁的“乐租商
城”“抖抖家居”等多个租赁平台目
前正在大肆“圈地”。不过，随着包
括共享睡眠舱、共享篮球、共享雨伞
等的众多项目无疾而终，“多啦衣
梦”等共享服务深陷押金风波，作为
一种新趋势，新租赁经济面临的问
题也不少，只能在磕磕绊绊的探索
中前行。

“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适合租
赁。”市场研究机构易观智库高级分
析师赵香认为，适合租赁的产品需
要相对耐用，不能折旧过快，共享雨
伞的失败正源于此。租赁平台“租
葛亮”创始人李国云也总结说，适合
租赁的产品需具备几种特征：一是
单价高，二是有需求但使用频次低，
三是更新换代频繁。

有专家指出，目前大部分初创租
赁平台运营依赖融资，同质化竞争
严重。创业者应保持理性，避免“共
享”或“租赁”概念泛化，重点是要找

到用户“痛点”，找准盈利模式。

完善信用体系

在北京，共享办公室正成为很多
创业团队开会的新去处。在一家共
享办公室里，每台打印机都连着成
都和香港的办公室，每个租户每名
员工每月可享受数百页异地免费打
印；每间会议室座位上装着摄像头，
以便根据使用人数和繁忙时段计算
出下个月是否需要增加会议室。这
种将物品拥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新
租赁模式，正在让租赁变得不一样。

不过，当物品的拥有权与使用权
真正分离后，新问题也不少。比如，
租赁物品的质量如何保证？物品发
生损坏后，租赁双方如何协商赔偿
金？免押金后的租赁信用机制如何
健全？……这些问题所涉及的人身
安全、财产安全、信息安全等隐患，
让很多消费者不敢真正“放心租”。

有专家建议，国家应尽快建立与
共享租赁相适应的安全保障体系，
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保护个人
信息安全，增强数据安全预警和溯
源能力。

财经评论员盘和林指出，新租赁
经济崛起的背后，是对人们契约精
神的考验和提升。契约精神的背后
是信用体系的完善，这需要政府鼓
励、社会参与，也需要独立的第三方
征信企业在新模式上进行探索。只
有多方协作共同努力，才能让社会
的信用体系更加健全，让“租时代”
行稳致远。

“租时代”磕磕绊绊走来

一、招标条件：
江苏省弶港农场有限公司的2018

年度创建省级生态文明农场基础设施
改造工程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
进行公开招标。本次招标对投标人的
资格审查，采用资格后审方法。

二、项目概况：
1、本次招标项目的建设地点：东台

市弶港农场。
2、承包方式：包工包料。
3、质量要求：合格。
4、计划工期:30日历天，计划开工

日期：2018年8月28日。
5、工程规模：人行道、侧石、原树池

等拆除，铺设人行道、砌筑树池、铺设侧

石、人行道镶边等，工程预算约 60 万
元。

6、本公告共划分成一个标段：江苏
省弶港农场有限公司2018年度创建省
级生态文明农场基础设施改造工程施
工，具体施工内容详见工程量清单。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1、资质等级及范围:投标人企业具

有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
上的企业；

2、项目负责人资格类别和等级:具
有二级及以上市政工程专业建造师；

3、项目负责人从本工程投标文件
递交截止之日起无在建工程；

4、投标申请人须保证授权委托人、
项目负责人均为本单位的正式职工。

四、评标办法：合理低价法。
五、招标文件的领取：
1、请符合资格条件的投标人于

2018 年 8月 10日至 2018 年 8月 14日

18时与代理机构联系购买招标文件，
招标文件售价500元/份，售后不退。

六、开标时间：详见招标文件。
七、联系方式：
招标人：江苏省弶港农场有限公司
地址：东台市弶港农场
联系人：臧先生
电话：13851035668
招标代理机构：江苏方天工程建设

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盐城市盐马路288号 9号楼

附3幢401室
联系人：徐慧
电话：15605100090

招 标 公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