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3日，麋鹿在鄱阳湖湿地上奔跑。当日，47头麋鹿被野放至江西鄱阳湖湿地区域，这是在我国最大淡水湖
鄱阳湖第一次野外放生麋鹿，意味着鄱阳湖区消失已久的麋鹿重新出现。 新华社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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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官员4月2日重提上
月俄美两国领导人通话， 称美国
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邀请俄罗斯
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访问白宫。
美方官员随后证实这一消息。

一些媒体和政治分析师推
断，俄方放风“特普会”可能出于三
重考虑：首先，美俄希望就叙利亚
内战、乌克兰局势等国际和地区热
点作更多互动。这一观点双方官员
多次提及；其次，俄方希望分化西
方阵营；再者，“特普会”可能谈及
朝鲜半岛局势。

政治分析师说， 特朗普与普
京见面阻力重重， 仅凭一次会面
难以推动美俄关系显著升温。

数名美国政府和军方官员披
露，尽管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说美
军“不久”将撤出叙利亚，五角大
楼仍在考虑向叙利亚小幅增兵。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月2日
以这些官员为消息源报道， 在特
朗普发表撤军言论前， 军方高层
已经连续几天讨论， 打算向叙东
北部增派数十名军人。

报道说，特朗普的话让不少
五角大楼官员困惑。国防部长詹
姆斯·马蒂斯先前明确表示，美
军希望长期在叙利亚保持军事
存在。

按照一些消息人士的说法，
增兵旨在给在叙美军提供防护。

■均据新华社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4月3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如
果美方根据301调查对中方
采取限制措施， 中方当然会
作出回应。美方有清单，中方
也会有清单。

有记者问，中方决定2日
起对原产于美国的128项进
口商品中止关税减让义务。
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在回应
美301调查时表示，如果美方
最终宣布所谓清单， 中方将
以同样的规模、 同样的金额
和同样的强度坚决回击。双
方目前是否仍在寻求渠道解
决问题， 以避免局势升级伤
及中美经贸关系？

耿爽表示， 国务院关税
税则委员会1日发布了通知，
决定对原产于美国的部分进
口商品中止关税减让义务。
中方的这一举动是对美方对
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加征关
税，也就是所谓的232措施的
回应，是为了平衡232措施对
中方利益造成的损失。 应该
明确的是，这一措施是对232
措施的回应，并不是对301调
查的回应。

“我们一直在说，中方不

挑起贸易战， 不愿意打贸易
战，但是我们也不怕贸易战。
如果有人执意要打， 甚至打
到了家门口， 我们会奉陪到
底。”耿爽说，中方有决心、有
能力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捍卫
自身的正当合法权益。 如果
美方根据301调查对中方采
取限制措施， 我们当然会做
出回应。美方有清单，中方也
会有清单。

他强调， 中方谈判的大
门始终是敞开的， 希望同美
方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经贸领
域的分歧， 妥善处理面临的
问题。但同时，双方的对话协
商应该遵循国际法和国际贸
易规则，而不是美国国内法；
要做到相互尊重、平等相待，
而不是居高临下，单方胁迫；
要体现互谅互让、有取有予，
而不应漫天要价、胡搅蛮缠。

“我们希望美方保持理
性，认清形势，倾听工商界和
普通民众的声音，及早摒弃单
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做
法，通过对话协商同中方解决
分歧，共同推动中美经贸关系
健康稳定发展，造福中美两国
人民。”耿爽说。 ■据新华社

意见出台对于推动我国由制药大国迈向制药强国有何意义？
老百姓用药需求将如何进一步满足？如何完善仿制药全流程管理？
记者采访了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有关负责人。

国办印发《关于改革完善仿制药供应保障及使用政策的意见》

制定鼓励仿制药品目录，解短缺问题

外交部最新回应美301调查：

美方有清单，中方也会有

记者3日从中国钢铁工业
协会获悉， 钢铁行业坚决支持
中国政府采取谈判和反制等多

种措施应对美国的挑战， 维护
中国的利益。同时，钢铁行业也
会积极应对，不会束手无策。

链接

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副部
长叶甫图霍夫4月3日说， 俄罗
斯将就美国决定征收高额钢铝
关税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申

诉。叶甫图霍夫表示，世贸组织
是解决贸易争端的机构， 俄将
向世贸组织提出申诉， 俄并不
是一定要征收报复性关税。

【中钢协】积极应对美国挑战，不怕贸易战

【俄罗斯】拟就美提高钢铝关税向世贸组织申诉

重提“特普”见面
美俄有何考量？

五角大楼考虑
向叙利亚小幅增兵

问：当前，我国仿制药行业
大而不强， 高质量药品市场主
要被国外原研药占领。 意见出
台对于我国医药行业供给侧改
革有何意义？

答： 仿制药是与被仿制药
具有相同的活性成分、剂型、给
药途径和治疗作用的替代药
品，具有降低医疗支出，提高药
品可及性， 提升医疗服务水平
等重要经济和社会效益。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仿制药

行业取得了快速发展。但我国仿
制药行业大而不强，“多小散乱
差”的局面仍然存在，药品质量
差异较大，高质量药品市场主要
被国外原研药占领，部分原研药
价格虚高，广大人民群众对高质
量仿制药的需求与现行药品可
及性和可负担性相比还有一定
差距。 改革完善仿制药相关政
策，对于推动医药产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实现我国由制药大国
向制药强国跨越具有重大意义。

加快从制药大国向制药强国迈进

问：意见提出提高药用原辅
料和包装材料质量，这对保障老
百姓用药安全具有怎样的意义？

答： 原料药是制剂中的活
性成分， 其质量和一些关键的
理化性质是决定制剂质量以及

安全性、有效性的重要因素。辅
料可影响制剂的生产以及活性
成分从制剂中的释放、吸收，也
可影响活性成分和制剂的稳定
性等， 进而影响药品的安全性
和有效性。 ■据新华社

全链条监管让用药安全更有保障

问：完善药品知识产权保护
是促进药品创新的重要举措。对
平衡好药品创新和维护人民群
众健康权益，意见提出哪些原则？

答：意见提出，按照鼓励新
药创制和鼓励仿制药研发并重
的原则，研究完善与我国经济社
会发展水平和产业发展阶段相
适应的药品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因此，在我国，应按照鼓励

新药创制和鼓励仿制药研发并
重的原则，进一步研究完善与我
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产业发
展阶段相适应的药品知识产权
保护制度，着力构建科学、系统
的药品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在健
康权与药品知识产权间取得平
衡，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权
益。意见还明确提出要依法分类
实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

平衡药品创新与人民群众健康权益

问： 意见提出制定鼓励仿
制的药品目录， 这对于让老百
姓及时用上经济、安全、有效的
仿制药有何帮助？

答：由于信息不对称、技术
难度大以及一些罕见病药品市
场规模较小等原因，国内仿制跟
进速度还很慢，许多专利到期药，
没有企业提出仿制注册申请。

通过制定鼓励仿制的药品
目录，及时发布供求关系，解决

供需双方的信息不对称， 并对
列入目录内的药品注册申请优
先审评审批， 以鼓励引导制药
企业和研发机构有序研发、注
册和生产，促进更多临床必需、
疗效确切、 供应短缺的仿制药
尽快上市， 一方面可以解决部
分原研药价格过高问题， 一方
面可以解决部分药品在我国短
缺的问题， 大力提高药品的可
及性和供应保障能力。

制定鼓励仿制的药品目录

以后在鄱阳湖湿地能看到野生麋鹿了

日前，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改革完善仿制药供应保
障及使用政策的意见》。

《意见》指出，要围绕仿制
药行业面临的突出问题， 促进
仿制药研发，提升质量疗效，完
善支持政策， 推动医药产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 提高药品供
应保障能力， 降低全社会药品
费用负担， 保障广大人民群众
用药需求， 加快我国由制药大
国向制药强国跨越。

《意见》提出，要完善支持政
策，推动高质量仿制药尽快进入
临床使用。一是及时将仿制药纳
入采购目录， 启动采购程序，促
进质量和疗效一致的仿制药与
原研药平等竞争。二是将质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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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药师
在药品调配中的作用。三是加快
制定医保药品支付标准，与原研
药质量和疗效一致的仿制药和
原研药按相同标准支付，促进仿
制药替代使用。四是明确药品专
利实施强制许可路径，依法分类
实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鼓励专
利权人自愿许可，必要时国家实
施强制许可。五是落实税收优惠
政策和价格政策。六是加快药品
研发、注册、上市销售的国际化
步伐，支持企业开展国际产能合
作， 建立跨境研发合作平台，推
动仿制药产业国际化。

■据新华社

要点解读

仿制药管理四大看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