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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

针对近日儿童急性淋巴细胞
白血病患儿临床必需用药国产巯
嘌呤片在多地遭遇短缺， 国家卫
生计生委相关负责人11月21日表
示，按照此前重点监测情况，20日
已完成应急生产检验首批295万
片巯嘌呤并已陆续发货。 各地将
抓紧协调组织做好采购配送工
作，直接挂网采购，确保供应。

药品短缺近年来为何频现？
让医患双方不再为“救命药”断供
“揪心”、回应民生医疗关切，我国
将通过完善监测预警、 优化药品
研发流程、 加强供需协调等全链
条发力，让“一药不再难求”。

130个药已进入
短缺药监测清单

据悉， 我国药品短缺集中在
常用低价药和专科、急（抢）救药。

今年6月，国家卫生计生委等
9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改革完善
短缺药品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
见》提出，建立短缺药品供应保障
分级联动应对机制，实行短缺药品
供应保障分类精准施策。有关负责
人表示，社会关注度较高的鱼精蛋
白、丝裂霉素等130个临床急需短
缺用药均已列入清单管理。

“此次巯嘌呤片出现短缺后
能够迅速恢复市场供应，源于短缺
药品监测网络的逐步建立完善。”
国家卫计委药政司副司长张锋说，
按照有关要求，卫生计生部门近两
年建立的短缺药品监测网络前期
已经监测到巯嘌呤的短缺风险预
警，从8月份起就通过加速相关企
业GMP认证等措施进行应对。

国家卫计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我国通过“一对一”解决之策，
开展了短缺药品市场撮合试点，启

动了国家短缺药品供应保障工作
会商联动机制，一揽子解决了监测
清单中大部分药品短缺问题。

药品短缺原因复杂多重
“对症下药”是关键

到2020年， 我国将构建短缺
药品信息收集、汇总分析、部门协
调、分级应对、行业引导“五位一
体”工作格局，形成具有中国特色
的短缺药品供应保障制度。 从全
链条看，药品结构性、局部性短缺
“症结”何在？

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副会
长牛正乾指出，药品是特殊商品，
对病人属于“刚需”。完全靠市场，
药品生产成本上涨， 利润空间下
降，药企不愿意生产，价格低、用
量小的药品就容易短缺。

“就源头端而言，我国是原料
药的生产和出口大国，总体上看，
原料药工业属于精细化工， 生产
工序多、投入大、高耗能。同时，市
场对原料药的依赖度高。”业内人
士透露，目前，国内有巯嘌呤原料
药批准文号生产企业3家， 但仅1
家实际在产； 而主要在产的制剂
企业因原料药价格上涨过快采购
困难停产， 加速导致了巯嘌呤片
供应较大程度短缺。

从整个医药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看， 能力性和结构性短缺成为
医药产业一些领域“后劲”不足的
“掣肘”。《关于改革完善短缺药品
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提出，
鼓励药品研发创新， 对临床急需
的短缺药品注册申请予以优先审
评审批。从2016年起，食药监总局
对优先审评列出了17种情形，将
临床急需、 市场短缺的药品纳入
优先审评范围。 ■据新华社

廉价“救命药”为何周期性喊“救命”
药品短缺原因复杂多重，我国将全链条发力完善短缺药供应保障

据国家卫生部门监测结果显
示，约有130种临床药品存在不同
程度短缺。这些药品除需求小外，
还有一个共性特征———廉价。“无
利可图” 进一步压缩了救命药的
生存空间。

救命药是廉价的， 但生命是
无价的。 不能简单地用是否“挣
钱”的经济“小账”来衡量廉价救
命药的价值， 而要本着以人民为
中心的思想，多算社会“大账”。

根治廉价救命药反复断供的

顽疾不能靠“救火”，曝出一个解
决一个不是长久之计， 完全依赖
市场也不是办法。 毕竟救命药对
患者属于“刚需”，但各市场环节
往往有多种考虑。为此，必须统筹
安排，既要快速应对燃眉之急，更
应着力建立长效生产、供给机制，
弥补市场手段的不足。

只有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
“无形的手”实现“大手拉小手”，
才能尽可能有效避免廉价救命药
周期性喊“救命”。

记者了解到，国家卫计委、食
药监总局等多部门将从22日起，
针对氨苯砜等短缺药品清单上27
种疑难短缺用药， 集中原料药和
制剂生产企业会商解决。 如何推
动“寻药记”早日谢幕？

———完善监测预警，搭建短
缺药品多源信息采集和供应业务
协同应用平台。相关负责人表示，
我国将扩大监测范围，在目前500
多个医疗机构监测哨点基础上，
向生产和流通等重点环节延伸，
推动实现信息监测全覆盖。“从
‘使用端’前移到‘工业端’，有助于

直接实现‘未雨绸缪’。”中国药学
会科技开发中心副主任肖鲁说。

———动态调整完善短缺药品
清单。专家介绍，疾病谱、重点人
群临床用药需求、 突发事件应急
保障需求是不断变化的过程，“解
决药品短缺并非一日之功”。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加强
联动。业内人士指出，解决廉价必
需用药“叫好不叫座”的问题，需
同时推进医保付费方式改革，调
动医疗机构使用廉价“救命药”的
积极性； 还要建立科学的公立医
院绩效考核制度。

完善监测预警、动态调整完善药品清单

时评 抢救救命药不能靠“救火”

11月21日12时50分， 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六号运
载火箭，成功发射吉林一号视频04、05、06星。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
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新华社 图

我国“一箭三星”
成功发射

“这些都是我和家人这
几年淘汰下来的旧手机。”
家住深圳市福田区的张丽
指着家里的近十部不同品
牌、不同型号的旧手机说。

记者调查发现， 目前，
我国存量闲置手机保守估
计有上亿部，而正规回收率
不到2%。旧手机的“归宿”
在哪儿？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公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我
国国内手机市场出货量5.6
亿部，同比增长8%。从事手
机回收业务的回收宝合伙
人熊洲估计，我国每年产生
的闲置手机至少4亿部，存
量闲置手机约10亿部。

某手机以旧换新官网
显示，一旦手机进入报废回
收环节，金、水银、铅、镉等重

金属的处理十分难以控制，
一块电池所含镉可污染6万
升水，相当于日常饮水机使
用的3200桶标准桶装水。

不少业内人士表示，国
内手机正规回收率不到
2%。记者调查发现，正规回
收渠道之外，灰色交易行为
大量存在。

据调查，一些回收的旧
手机会重新流入市场。从事
了十几年手机回收业务的
林越先生说，从各个渠道回
收来的苹果手机，都到这个
市场寻找下家，有的当二手
机转卖，也有一些人偷偷摸
摸做翻新， 再以旧充新转
卖，牟取暴利。没有使用价
值的二手手机，最终归宿就
是被拆解成各个零配件。

■据新华社

在业内人士看来， 废旧手机回收处理仍存在不少难点。一
方面，需要营造良好市场秩序，让可以二次利用的手机得到再
次利用，对不能回收利用的，应加大对正规拆解企业的扶持力
度， 压缩非法拆解产业空间。360手机卫士安全专家葛健建议，
通过立法保护好公民信息安全，免除消费者后顾之忧。

对策

加大对正规拆解企业的扶持力度

正规回收率不到2%
旧手机去哪了

上月查处违反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4353起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消息，10月全国查处违反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4353起，处理6190人。这是
党的十九大之后， 中央纪
委首次通报违反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问题月报数据。
从查处人员级别来看，10月
份有48名厅局级干部、525
名县处级干部因违反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被处理。

■据新华社

美国总统特朗普20日宣布将
朝鲜重新列入美国的“支持恐怖主义
国家”名单，进一步加大对朝施压力
度。分析人士认为，此举恐造成美朝
之间紧张对抗加剧。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举行的内
阁会议上宣布这一决定，并表示将
朝鲜重新列入名单后，美财政部将
采取更多对朝制裁措施。美国国务
卿蒂勒森当天下午在白宫记者会
上承认，将朝鲜重新列入名单“有
很大象征意义”， 而实际影响可能
有限。

美国一些学者认为该举动很
可能造成美朝之间紧张对抗加剧，
无益于朝核问题的解决和半岛局
势的稳定。 ■均据新华社

美将朝重新列入
“支恐国家”名单

11月21日，海南航空HU497
航班载着从餐饮废油炼化而成的
生物航煤， 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飞往美国芝加哥， 这标志着首班
中美绿色示范航线生物航煤航班
成功启航， 海航也由此成为国内
首家使用生物航煤跨洋载客飞行
的航空公司。

海航总裁孙剑锋表示， 生物
航煤是民航业节能降碳重要抓
手， 国产生物航煤商业化飞行将
有助于打造绿色航空， 展示中国
绿色民航建设成效。

此次跨洋航班飞行， 海航采
用波音787客机执飞， 所用的生
物航煤由中石化生产， 生产原料
主要采用餐饮废油， 并且已获得
中国民用航空局批准， 可在保证
飞行安全和效率的前提下有效减
少碳排放。

“地沟油”变航油
我国首班生物航煤跨洋
航班成功启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