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商品名称 规格 计量单位上期零售价零售价零售价备注自定义编码38 鸡蛋 新鲜完整渊8个折冤 元/500克 0.60 0.6039 鸭蛋 新鲜完整渊7个折冤 元/500克 1.20 1.2040 草鱼 活 1000克左右一条元/500克 9 6.58 041 带鱼 冰冻 500克左右一条元/500克 15 12.98 042 鲫鱼 活 250克左右一条 元/500克 8 843 黄豆 标准品渊当年冤 元/500克 3.50 3.5044 绿豆 一级渊当年冤 元/500克 5 4.98 045 黑豆 标准品渊当年冤 元/500克 7 746 红豆 标准品渊当年冤 元/500克 11 11.98 047 白豆腐 无包装 元/500克 3.50 3 048 大蒜 散装 元/500克 5.50 4.98 049 生姜 散装 元/500克 7 6 050 干辣椒 散装 元/500克 25 2551 花椒 散装 元/500克 70 7052 大料渊八角冤 散装 元/500克 20 2053 黑芝麻 散装 元/500克 12 1254 黑木耳 散装 元/500克 40 4055 白木耳 散装 元/500克 35 3556 青椒 新鲜一级 元/500克 4 457 青尖椒 新鲜一级 元/500克 5 558 西红柿 新鲜一级 元/500克 4 459 黄瓜 新鲜一级 元/500克 6 3.48 060 土豆 新鲜一级 元/500克 3 2.58 061 萝卜 新鲜一级 元/500克 2 262 胡萝卜 新鲜一级 元/500克 3 3
63 青菜

渊小白菜冤 新鲜一级 元/500克 3.50 3.98 0
64 茄子 新鲜一级 元/500克 5 4.98 065 包菜 新鲜一级 元/500克 2 1.28 066 冬瓜 新鲜一级 元/500克 2.50 1.98 067 长豆角 新鲜一级 元/500克 9 7.98 068 苦瓜 新鲜一级 元/500克 6 669 黄芽白 新鲜一级 元/500克 3.50 2.98 070 苹果 红富士一级 元/500克 6 6.98 071 香蕉 国产一级 元/500克 2.98 2.9872 西瓜 有籽西瓜 元/500克 3.5073 西瓜 无籽西瓜 元/500克 3.58 4.58 0
74 液化气渊14.5

公斤装冤 居民用气 元/瓶 90 90

蓬莱市自3月 1日起启用新版营业执照
按照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统一部署袁自 3月 1日起蓬莱市将

启用新版营业执照遥 新版营业执照照面版式统一调整为横版尧
增加二维码功能袁领取了新版纸质营业执照的市场主体袁登记
系统同步生成新版电子营业执照并存入电子营业执照库袁企业
法定代表人可使用微信尧支付宝等手机小程序搜索野电子营业
执照冶下载并使用遥

据介绍袁新版营业执照照面版式统一调整为横版袁设有正
本和副本遥 对原版营业执照的二维码功能进行统一调整袁实现
二维码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上公示的企业信息精准
联接袁并在营业执照上增加野扫描二维码登录耶国家企业信用信
息公示系统爷了解更多登记尧备案尧许可尧监管信息冶提示语袁鼓
励社会各界通过扫描二维码直接查询该市场主体的公示信息袁
方便社会各界了解市场主体情况遥

新版营业执照自 3月 1日起启用换发袁之前存续的各类市
场主体袁可以继续使用原版营业执照袁也可以申请换发新版营
业执照遥 王燕妮 韩玉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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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袁11个城市试点国家组织药品
集中采购结果公布袁25个中选药品平均降
价 52%袁最高降幅达到 96%袁其中两家外资
原研药价格大跳水袁出现野专利悬崖冶遥这说
明袁带量采购作为药品集中采购制度的重
大改革袁正在取得积极成效袁让人民群众
以更低廉的价格用上更高质量的药品遥
值得注意的是袁 这些入围药品均为

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和原研药遥 这
些药品既降了价又保了质袁 在中国药品
招采中一直被诟病的野跷跷板冶问题袁通
过改革得以平衡袁 着实让老百姓获得感
倍增遥 可见袁降价和保质并非不可兼得遥

野合理的药价冶在世界各国往往含有
兼顾价格尧质量的含义袁在质量有保证的
情况下袁野居民买得起尧企业有利润尧医保
可承受冶 是各国药品博弈定价的通用法
则遥 但从供给侧来看袁长期以来袁我国药

品生产厂家多达 4000多家袁 流通环节
多袁药品集中采购制度也只招到一个野天
花板价冶袁并且越招越高遥 药品有价值的
成本部分占比较低袁 患者到手价高达出
厂价的十倍甚至百倍袁水分很大遥由于竞
争激烈袁大量药品靠回扣带金销售袁不是
靠药品质量赢得市场遥 国外专利期内的
原研药价格高昂袁即使过了专利期袁其价
格依然受到野高质理应高价冶的野超国民冶
保护袁国外司空见惯的野专利悬崖冶在我
国迟迟未现遥 这些状况需要改变遥

实行带量采购袁 就是要针对这些问
题袁 探索完善药品集中采购机制和以市
场为主导的药价形成机制袁 降低群众药
费负担尧规范药品流通秩序袁让老百姓用
上好药尧治得好病遥 以往的药品招标袁只
招标价格袁而没有数量袁带量采购则在招
标的时候就承诺药品的销量袁野带量采

购袁以量换价冶遥 通过设定质量标准和采
购数量袁 既可以促进通过一致性评价的
仿制药与原研药公平竞争袁 推动药品行
业转型升级袁又可以通过量价挂钩尧及时
回款规范流通秩序尧净化行业生态遥可以
说袁 带量采购就是充分运用政府和市场
两种力量袁在政府主导下袁以市场手段倒
逼合理药价野现形冶遥

说到底袁 带量采购推动完善药品的
价格发现机制遥 此次带量采购的一个有
利条件是袁 我国已经启动仿制药一致性
评价袁仿制药质量向原研药看齐遥在同质
等效的条件下袁 以买方强大的市场购买
力袁换取企业更低的价格袁这便是带量集
中采购的优势袁 也是国际通行带量采购
办法的本义遥在竞标之前袁招采部门将通
过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和原研药分类分
组袁区分充分竞争尧非充分竞争品种袁采

集市场价格信息尧同品种竞争情况尧周边
国家和地区价格信息等袁提出降幅建议遥
信息充分袁加重了买方砝码曰再加上跨省
联合采购尧一致性评价两条野硬杠杠冶袁又
使药企不能再在省份之间挑三拣四袁原
研药和同质仿制药同台竞争袁 历史性地
野刷新冶了我国药品招采的定义袁价格终
被降了下来遥

当然袁对竞争充分的仿制药尧专利创
新药尧 生产厂家少的药品袁 需要区别对
待袁制定不一样的市场议价策略遥此次国
家试点是对用量较大的药品集中采购议
价遥采购也只是刚刚开始袁供应尧使用尧全
过程监管等环节还需要诸多配套措施遥
带量采购开了一个好头袁 相信其他配套
改革将会持续跟进袁 用改革为老百姓的
健康保驾护航袁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尧
幸福感尧安全感遥 李红梅

药品降价和保质并非不可兼得

2 月 26
日袁 在贵州
省福泉火车
站袁 工人在
铁路专用线
仓库装运化
肥遥 春耕时
节袁 贵州省
福泉火车站
为春耕化肥
等农资开设
快 装 快 运
野 绿 色 通
道冶袁保障春
耕物资及时
供应市场 遥
吴吉斌 摄

序号 商品名称 规格 计量单位 上期零售价零售价零售价备注自定义编码
1 早籼稻 国有标准品收购价 元/50公斤 130 1302 早籼稻 非国有标准品收购价元/50公斤 132 132
3 晚籼稻 国有标准品收购价 元/50公斤 135 1354 晚籼稻 非国有标准品收购价元/50公斤 140 140
5 早籼米 标一 元/500克 2.38 2.386 晚籼米 标一 元/500克 2.98 2.98
7 面粉 富强粉 元/500克 2.80 2.80
8 面粉 标准粉 元/500克 2.50 2.509 康师傅系列 面饼 90克 元/桶 4.50 4.50

10 康师傅系列 面饼 85克 元/袋 2.50 2.50
11 统一系列 面饼 90克 元/桶 4 4
12 统一系列 面饼 85克 元/袋 2.20 2.50 013 菜籽油 散装渊纯冤 元/500克 11 11
14 大豆油 散装渊纯冤 元/500克 4.80 4.80
15 食用调和油 金龙鱼牌一级桶装 元/5升 59.90 59.9016 花生油 金龙鱼牌一级桶装 元/5升 119.90 119.90
17 大豆调和油 金龙鱼牌一级桶装 元/5升 45.90 45.9018 毛猪 收购价格 元/500克 6.20 6 0
19 仔猪 收购价格 元/500克 18 1820 鲜猪肉 统装肉渊一刀切冤 元/500克 9 8 0
21 鲜猪肉 排骨 元/500克 22 2222 鲜猪肉 精瘦肉 元/500克 12 11 0
23 牛肉 新鲜一级 元/500克 42 40 0
24 羊肉 新鲜一级 元/500克 35 37 025 鸡肉 白条鸡尧开膛渊冰冻冤 元/500克 11 11
26 火腿肠 双汇王中王 50克 元/根 1.10 1.10
27 火腿肠 双汇王中王 90克 元/根 3.60 3.6028 火腿肠 金锣王中王 50克 元/根 0.90 0.90
29 火腿肠 金锣王中王 90克 元/根 3.20 3.2030 蒙牛纯牛奶 纸盒装 250毫升 元/盒 3.50 3.30 0
31 伊利纯牛奶 纸盒装 250毫升 元/盒 3.60 3.50 032 红糖 一级 元/500克 4.50 4.50
33 白砂糖 一级 元/500克 4 434 活母鸡 土鸡 元/500克 32 32
35 活母鸡 饲料鸡 元/500克 13 13
36 活母鸭 老鸭 元/500克 24 2437 活母鸭 新鸭 元/500克 13 13

渊2月 27日-3月 5日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