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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器械注册人”制度就是
符合条件的医疗器械注册申请人
可以单独申请注册证，然后委托给
有资质和生产能力的生产企业，从
而实现产品注册和生产许可的
“松绑”，让创新成果更易问世。

此次签约双方达成了医疗器

械“超高清内窥镜摄像系统”在注
册人制度下的委托生产合作。这是
施乐辉从医疗器械进出口贸易向
医疗器械技术贸易、服务贸易和本
土研发升级的一次尝试，也是伟创
力从金属件委托加工向医疗器械
生产加工进军的一次升级。此次合

作将有效促进高端医疗器械的研
发本土化和生产本土化，更好地满
足国内大市场需求，将国际最先进
的医疗技术惠及国内患者；同时还
将推动医疗器械注册人制度等创
新成果惠及更多区内、上海乃至长
三角及全国企业。

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的成功实践

医疗器械注册人制度
上海自贸区开花结果

晨报记者 林劲榆

昨天， 上海自贸试验区宣布， 保税区域内的两家外资企
业———施乐辉医用产品国际贸易 （上海） 有限公司与伟创力
（上海）金属件有限公司就医疗器械项目签约，这是在政府的
牵线搭桥和有效服务下，依托“医疗器械注册人”制度创新，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
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一次成功实践。

此次签约也见证了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又一项创新———“医疗器械注册人”制度在上海自贸试验区保税区域
开花结果。

中华医学会运动医疗分会主
任委员、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运动医学中心主任陈世益教授表
示，目前国内内窥镜摄像技术与

国际先进水平仍有一定的差距，
“超高清内窥镜摄像系统”借助
医疗器械注册人制度实现本土化
生产，对国内患者是个很好的消
息，既可以让患者快速用上最先
进的设备，也可以降低患者的医
疗成本。

上海自贸试验区透露，上海
自贸试验区保税区域始终以国
家战略为第一使命、以国家需求
为第一需求、以服务市场主体为

第一责任。一方面医疗
器械注册人制度推出
后，上海市药品监督管

理局在注册辅导、体系建立、样
品检测、技术对接等环节给予了
诸多支持；另一方面保税区管理
局在分类分层精准化企业服务
过程中，深入了解到伟创力转型
升级和施乐辉研发生产本土化
的需求，在企业间进行精准匹配
和牵线搭桥，有效促成了此次合
作。

保税区域内已经通过一系列
的创新举措，建立了高端医疗产
业“引进来”“走出去”的双通
道，形成了有利于生命健康产业
创新成果转化的发展环境。

让创新成果更易问世

降低患者医疗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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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申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现对汉口路项目地下车库内装修
工程进行邀请招标。 投标起止日
期 ：2020 年 9 月 23 日—9 月 29
日 。 联 系 人 ： 邓 女 士 021 -
22896957。 招标公告详见 http://
www.shxwcb.com/。

上海申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0 年 9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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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9月 20 日下午， 国联证券、
国金证券（600109）同步公告：国
金证券控股股东长沙涌金与国联

证券已于 9 月 18 日签署股份转
让意向性协议，长沙涌金拟将其
持有的约 7.82%的国金证券股份
转让给国联证券。

同时，这两家券商正筹划由
国联证券通过向国金证券全体股

东发行 A 股股票的方式换股吸
收合并国金证券，双方于 9 月 18
日签署关于本次合并的意向性协

议。本次合并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两公司股票自 9月 21日起停牌。
值得注意的是，国联证券与国金
证券虽然都在 9 月 20 日发布公
告，但两家券商股价早在 9 月 18
日协议签署当天已经异动。 截至
9 月 18 日收盘，国联证券、国金
证券股价双双收获涨停，且均伴
随有成交量显著放大。

“从管理层提出鼓励打造航
母级券商以来，市场中关于券商
并购传闻就从未停止过。其中传
得最厉害的就是两家 ‘中信系’
券商———中信证券和中信建投，
每当市场平静一段时间，这两家
要合并的消息就会跑出来扰动

一下市场。但这次国金证券和国
联证券合并有点小意外。 ”高智
说。 国金证券具有 “涌金系”烙
印，而国联证券控股股东则是江

苏省无锡市国资委。收购方国联
证券无论是营收，还是净利润等
指标均小于被收购方国金证券。
可谓是“蛇吞象”。

“这次合并完成后，国内券
业或将又多一家千亿级券商，这
也是业内 2020 年首例并购案 。
不过从股价走势看，还是让人觉
得有内幕交易之嫌。 ”劳七桃道。
资金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

围猎某只个股，往往是有内幕消
息走漏了。

“信息泄漏不可怕，就怕有人
利用泄漏的信息参与了交易，如果
交易量还挺大的话， 那就会有麻
烦。”华风笑呵呵地说。他认为是否
涉嫌内幕交易，相关责任的认定还
需要监管机构的进一步调查。

“今天大盘剧烈震荡，虽然
还是在箱体里，但不少个股回档
幅度蛮大的。 ”娇娇有点担心。

“不必担心，个股就是涨涨跌
跌，没有跌，哪来涨啊。 股价永远
是波动的曲线，不同的是，有的人
买在了高点，有的人买在了低点。
也只有买在低点抛在高位的人才

能赚钱。”高智说。股价若在高位，
成交量永远是最大的； 如果量能
是萎缩的， 那就等着放量的那一
天，而那一天大概率是要拉升的。

今日仓位：50%

据新华社报道

22 日，首批 4只跟踪上证科创
板 50 成份指数（以下简称“科创
50指数”）的ETF集体发行。这意
味着开市 14 个月后，科创板“指数
化投资”正式开启。
作为科创板首条指数，科创 50

指数于今年 7 月 23 日正式发布，
旨在及时反映科创板上市证券的表
现，为市场提供投资标的和业绩基
准。

科创 50 指数亮相后获得市场
高度关注。9月 11日，首批 4只跟
踪科创 50 指数的 ETF 正式获得
证监会批文，分别由华夏、易方达、

工银瑞信、华泰柏瑞等基金公司管
理。

22日，首批科创 50ETF 正式
发行，现金认购首募规模上限均为
50 亿元。当日 4只 ETF 均受到市
场追捧。按照相关规则，若有效认购
申请超过 50 亿元上限，将以“全程
比例确认”原则给予部分确认。
上海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阙波

表示，科创板企业盈利前景广阔，但
波动性较大。这一特点给习惯于传
统估值方法的投资者造成一定的投
资壁垒。科创 50ETF的推出，不仅
可为科创板输入稳定新增资金，也
可以通过指数化投资实现风险的分
散和收益的平滑。

科创板开启“指数化投资”
首批 ETF正式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