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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税不降价？
“滞后效应”影响患者获得感
5月1日起，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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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研发现，零关税新规的市场反
应却出现“滞后效应”。

记者从辽宁省一所三甲医院肿瘤内科了
解到，自5月1日至现在，贝伐珠单抗等临床使
用的主要进口抗癌药价格未下降。 据了解，该
院贝伐珠单抗售价为每瓶1998元，从5月1日到
现在价格没有变化。该院肿瘤内科医生对记者
表示，该药在去年9月份已经有过一次降价。降
价前，该药单瓶售价是5200元。

记者从上海罗氏制药了解到，近期需求激
增的乳腺癌用药赫赛汀在抗癌药零关税新政
策落地后也尚未降价。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乳腺
肿瘤内科主治医师冉然对记者说，目前使用赫
赛汀、拉帕替尼等进口药的患者尚未感受到关
税政策对药价的影响。

为何零关税新规的“反射弧”还没有传导到
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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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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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短期内
价格没有观察到明显变化。

颜建周同时指出，药品价格受多方因素影
响，如研发和生产成本、原辅材料价格、市场供
求关系、市场竞争环境、同类竞争产品定价等，
在降税政策出台后，企业会综合考虑相关因素
决定药品的市场价格。此外，药品集中采购和
医保支付标准也未到调整周期。

不能让生命等不及
药品上市流通全链条再发力

一边是众多癌症患者急于“等药救命”，另
一边则是药价高昂、时常短缺和不少新药未有
上市， 从合法途径压根买不到的“抗癌药困
境”。 国家最近采取的一系列举措让患者看到
了“解困”希望。

从制药商提交申请，到获批上市，民众期
盼已久的九价人乳头状瘤病毒疫苗仅用了8天
时间，解决了众多民众“一针难求”“赴港打针”
的问题。

药品上市跑出“火箭速度”的背后，是国家
药品政策的不断发力。在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
务会议上，“加快审批”“加快降价”再次成为关
键词。随着抗癌药零关税的实施，药品上市、供
应、采购等各环节的梗阻逐一被打通。

针对零关税新政市场反应“慢半拍”的问题，
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各省（区、市）对医保目录内
的抗癌药要开展专项招标采购。 对医保目录外的
独家抗癌药要抓紧推进医保准入谈判。 开展国家
药品集中采购试点，实现药价明显降低。

从口岸到病房，每个环节消耗的时间越短，生
命就多一分希望。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有序加快
境外已上市新药在境内上市审批。 对治疗罕见病
的药品和防治严重危及生命疾病的部分药品简化
上市要求。 将进口化学药品上市前注册检验改为
上市后监督抽样，不作为进口验放条件。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焦红表示，对于
临床急需、抗艾滋病、抗肿瘤等境外上市相关
药品，将纳入优先审批通道，加快审批，预计这
些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将缩短1至2年时间。

缺位之“痛”如何破？
国产抗癌药危中求机

“我国正在加快高质量仿制药研发和上
市。目前，国内化疗药质量疗效和安全性已渐
接近国际水平， 但大部分靶向抗癌药依赖进
口。”北京朝阳医院总药剂师刘丽宏说，国内靶
向抗癌药市场面临加快满足百姓优质、高效用
药需求的挑战。

面对巨大的需求，中国抗癌药物市场正以
每年百亿元的增速高速扩张， 而在政策支持
下，进口抗癌药迎来爆发式增长，会否进一步
挤占国产药的生存空间？国产药如何能让患者
有更多便利优价的选择？

专家指出，老百姓要真正用上更便宜的抗
癌药， 必须鼓励国产抗癌药的创新和研发，在
市场上形成与独家进口药的竞争。 也就是说，
需要有在质量和疗效上都能和进口抗癌药媲
美的国产抗癌药，尤其是国产创新药。

目前，虽然治疗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
癌的盐酸安罗替尼胶囊等一批我国自主研发
的创新药已经通过“绿色通道”上市，或进入优
先审评审批程序，但解决国内抗癌创新药缺位
之“痛”仍然任重道远。

颜建周建议，国家进一步完善医药产业政
策环境，提高我国创新药物和高品质仿制药的
研发、生产能力，从根本上提高药品可及性，在
实现对部分进口抗癌药临床替代的同时，缓解
进口药短缺的困境，减轻居民就医负担。

（新华社北京6月27日电）

� � � �新华社北京6月27日电 抗
癌药关税降为零、 减按3%征
收进口环节增值税、 罕见病用
药简化上市要求……记者从国
家医疗保障局了解到， 随着抗
癌药新规逐步落地， 各有关部
门正积极落实抗癌药降税的后
续措施， 督促推动抗癌药加快
降价， 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5月1日起， 我国以暂定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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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
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对
抗癌药降价问题进行部署。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对
记者说， 此前通过2017年医保
药品目录准入谈判， 赫赛汀、
美罗华、 万珂等15个疗效确切
但价格较为昂贵癌症治疗药品
被纳入医保目录。 对于目录内
的抗癌药， 下一步将开展专项
招标采购， 在充分考虑降税影
响的基础上， 通过市场竞争实
现价格下降。

医保目录外的独家抗癌药
如何实现降价？ 该负责人就此
指出， 有关部门将开展准入谈
判， 由医保经办机构与企业协
商确定合理的价格后纳入目录
范围， 有效平衡患者临床需
求、 企业合理利润和基金承受
能力。

据了解， 近年来有关部门
采取一系列措施， 2017年居民
个人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
下降到28.8%， 较新一轮医改
前下降了12个百分点。 抗癌药
方面， 绝大多数临床常用、 疗
效确切的药品都已纳入医保支
付范围。

该负责人说， 有关部门将
按要求抓紧推进工作， 争取让
群众早用上、 用得起好药， 逐
步减轻重大疾病患者的医药费
用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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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近年来，癌症发病率逐年增加，抗癌药“海淘”“代购”成为“热频词”。
民之所望， 施政所向。 国务院采取进口抗癌药零关税等一系列措

施，消除流通环节不合理加价。 抗癌药新规自5月1日实施，落地效果如
何？ 能否满足患者用药期待？ 记者展开调查。

国家医保局：

督促推动抗癌药
加快降价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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