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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报道

本周首个交易日，上证综指失
守 3600 点整数位，与深证成指双
双收跌。创业板指数表现相对较好，
实现约 0.7%的涨幅。
当日上证综指以 3625.96 点小

幅高开，早盘摸高 3640.81 点后开
始震荡下行，跌破 3600 点整数位。
下探 3559.92 点后沪指跌幅收窄，
最终收报 3582.83 点，较前一交易
日跌 30.24 点，跌幅为 0.84%。
深证成指收报 14344.29 点，跌

13.56 点，跌幅仅为 0.09%。创业板

指数表现相对较好，涨 0.74%，收报
3231.58 点。科创 50指数跌 0.46%
至 1368.69 点。

沪深两市上涨个股不足千只，
远少于下跌数量。创业板迎来新股
N凯盛，首日涨幅接近 550%。
大部分行业板块告跌，有色金

属、海运、钢铁、船舶板块领跌，均为
周期性板块。酒类板块表现抢眼，贵
州茅台以接近涨停价位报收，带动
白酒板块出现在涨幅榜首位。

沪深两市分别成交 6407 亿元
和 7250 亿元，总量超过 1.36 万亿
元，较前一交易日有所放大。

� � � �据新华社报道 如何推动能
源和工业行业低碳转型？如何实
现能源和产业结构系统性变革？
如何更好发挥科技创新的作用助
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26
日举行的 2021 中关村论坛“碳
达峰碳中和科技论坛”上，来自
能源、工业、生态环境等领域的众
多知名专家纷纷建言献策。
“实现碳中和，要从能源生

产、能源消费和固碳 ‘三端发
力’，‘技术为王’是鲜明特征。”
中国科学院院士丁仲礼表示，
“一盘棋式”组织全国研发力量，
建立技术联盟，明确责任体系，开
展技术攻关，支撑产业先进性，有
助于形成强大的国家竞争力。
“实现‘双碳’目标需要经

济社会发展的全面绿色转型，涉
及能源结构、工业交通、生态建设
等各领域，迫切需要发挥科技创
新在其中的引领和支撑作用。”
中国科学院院长侯建国说。
侯建国表示，要拿出一张路

线图，解决碳达峰、碳中和的实现
路径问题；提出一批新理论，突破
降碳固碳的原理问题；攻克一批
新技术，解决减排增汇的工艺和
装备问题；记好一本收支账，解决
碳源碳汇的监测核算问题。
“在碳达峰、碳中和进程中，

工业转型是关键，需要实现能源
和产业结构系统性变革。”中国
科协党组书记、分管日常工作副
主席张玉卓说。

张玉卓表示，要有序减碳，
确定碳排放的顶点和峰值，从国
家层面研究能源结构；大力发展
CCUS（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
术，促进二氧化碳的资源化利
用；树立全民低碳意识，汇聚建
设美丽中国的强大合力；推进全
球气候治理科技合作，主动参与
制定国际标准，发起国际科技合
作。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能

源低碳化发展至关重要。中国工
程院院士刘中民认为，通过化石
能源清洁高效利用与耦合替代、
可再生能源多能互补、低碳与零
碳工业流程再造、低碳化智能化
多能融合等路径，可实现能源低
碳化发展。
“碳达峰碳中和科技论坛”

由中国科学院主办，聚焦“碳中
和科技创新路径”。

公告显示，由湖北、河北、山
西、内蒙古、辽宁、福建、江西、河
南、湖南、海南、重庆、四川、贵州、
西藏、陕西、甘肃、宁夏、新疆、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等联盟地区委派代
表组成中成药省际联盟集采领导
小组办公室，代表各地区公立医疗
机构（含军队医疗机构）及自愿参
加的医保定点社会办医疗机构和
定点药店实施中成药集中带量采
购，由湖北省医疗保障局承担联采
办日常工作并负责具体实施。

本次中成药集中带量采购周
期原则上 2年，自中选结果实际执
行日起计算。采购周期内采购协议
每年一签，采购周期内若提前完成
当年约定采购量，超出部分中选企
业仍按中选价进行供应，直至采购
周期届满。

本次根据报价代表品降幅以
及医疗机构认可度、企业排名、供
应能力、创新能力、招采信用评价
等级、药品质量安全等因素综合得
分，产生入围企业。

此次集采为临床使用量大、采
购金额高、多家企业生产的中成药
品，共 17 个产品组，包括双黄连、
银杏叶、丹参等，涉及 76款中成药
品。分为A、B两个竞争单元。17

个产品组所有 A竞争单元入围企
业报价降幅从高到低排序，降幅排
名前 70%的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
资格。降幅排名后 30%的企业进入
议价环节，接受 17个产品组所有
A 竞争单元入围企业中位降幅
（50%位次的降幅），获得拟中选
资格。

B竞争单元内，入围企业数量
大于 4家的，入围企业直接获得拟
中选资格。入围企业数量不超过 4
家的，入围企业报价降幅达到 17
个产品组所有 A竞争单元入围企
业降幅排名前 70%的最低降幅，获
得拟中选资格；未达到的，进入议
价环节，接受 17个产品组所有A
竞争单元入围企业中位降幅，获得

拟中选资格。

此次注射用血栓通、注射用丹
参、注射用血塞通等在其中。注射
用血栓通是中恒集团旗下梧州制
药的核心医药品种；主营血塞通注
射液的上市公司有珍宝岛、ST 天
圣、昆药集团等。

口服用血塞通方面，云南白药
旗下有七花血塞通胶囊，方盛制药
有血塞通片和血塞通分散片。

主营口服用银杏叶的上市公
司有海王生物、信邦制药、汉森制
药、以岭药业、康恩贝、华纳药厂
等，丹参注射液的相关上市公司有

康恩贝、上海医药和一品红。
百令胶囊为华东医药的一大

品种，去年在医保续约谈判中降价
约 40%。生产参麦注射液的上市公
司有誉衡药业、上海医药、大理药
业三家。双黄连口服液相关的上市
公司有太龙药业、哈药股份和人民
同泰。
此外，万邦德(002082.SZ)的银

杏叶滴丸、龙津药业(002750.SZ)的
注射用灯盏花素也在此次集采清
单中。

因此这次目前最大规模的中
成药集采，涉及众多上市公司。

实际上，去年就有青海等地开
展中成药集采，今年 9月以来多地
开展中成药联盟集采。

比如 9月 14 日，广东省药品
交易中心发布《广东联盟清开灵等
58个药品集团带量采购文件(征求
意见稿)》，这是首个公开围绕中成
药集采的带量采购联盟。

该意见稿指出，广东、山西、河
南、海南、宁夏、青海、新疆等 7 个
省级行政区将成立采购联盟，集采
选定的药品包括基本医保药品目
录内用量大、采购金额高的 58 个
通用名药品的全部剂型及规格。包
含：清开灵、复方丹参、血塞通、益
母草等，其中不乏一些上市公司的
重磅药品，比如以岭药业的连花清
瘟、步长制药的脑心通胶囊、天士
力的复方丹参滴丸等销售额超过
20亿元的产品。

可以看出，广东省联盟采购
中，除广东省以外，其余 6 省与本
次湖北 19 省中成药采购联盟重
叠；但两次采购品种有差异。

米内网数据显示，2020 年重
点城市公立医院终端中成药市场
规模近 3000 亿元，46 个独家中成
药销售额突破一亿元，合计销售近
100 亿元；其中广东中成药销售额
380亿元，占全国 11%排名第一。

分析人士认为，不同于化学
药，患者在医院外药店等购买中成
药的也不少，从去年各地中成药集
采看，相比化学药带量采购，中成
药集采降价幅度小，对行业冲击相
对有限，预计对生产厂家利润影响
也相对较小。

沪指失守 3600点

中成药开启省际联盟集采：市场需求大、竞争充分品种降价幅度较大

三千亿中成药市场洗牌在即
晨报记者 曹西京

9 月 25 日， 湖北省医
药价格和招标采购管理服

务网发布《中成药省际联盟
集中带量采购公告 （第 1
号）》，涉及 19 地。系统开放
时间为 2021 年 9 月 27 日
9 时至 10 月 8 日 17 时。 参
加申报的企业须在规定时

间内响应。 系统关闭后，不
再接受相关信息的新增、删
减或变更。

本次同竞争单元内最

多可以入围 20 家企业。 9
月以来多地开展中成药联

盟集采。从前几批集采经验
来看，市场需求大、竞争越
充分的品种降价幅度较大。
这意味着， 近 3000 亿元的
中成药市场洗牌在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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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达峰碳中和设目标
共绘“双碳”创新蓝图
“碳达峰碳中和科技论

坛”聚焦行业低碳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