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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酚：涨价最高纪录被刷新，从 230 元

/kg涨到 23000元 /kg，涨 99倍。

马来酸氯苯那敏：又名扑尔敏,一个月

涨 58 倍，从 400 元 /kg 涨到 23300 元

/kg。

肌苷：2015 年 7 月，肌苷价格从 92~95

元 /kg一下子涨到 200 元 /kg，涨幅超

过 100%；今年 7月涨到 600元 /kg。三

年涨了 5倍。

异烟肼： 治疗肺结核的原料药，2013

年到 2014 年， 价格在 150 元 /kg 至

200 元 /kg， 近两年开始大幅上涨，个

别批次甚至涨到了 3800元 /千克。

氨基酸类：2017 年底到 2018 年，氨基

酸类开始呈现跳跃式增涨， 其中的色

氨酸从 66 元 /kg 涨至 115 元 /kg，仍

旧很难买到。

维生素类：2017 年下半年， 维生素 A

从 145 元 /kg 涨到 850 元 /kg，维生素

E 从 37 元 /kg 涨到了 140 元 /kg，维

生素 C 从 32 元 / 千 kg 涨至 60 元

/kg， 生物素从 64 元 /kg 涨至 220 元

/kg。

尿酸：康恩贝董事长胡季强公开表示，

尿酸原料药价格几年前为 30—40 元

/kg，近两年一度上涨到 900 元 /kg，最

终由政府部门介入才得以继续生产。

樟脑： 河南羚锐制药董事长熊维政透

露，原料药樟脑此前市场售价 8-9 万

/吨，近年来一跃涨至 30万元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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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银保监会日前发

布通知， 决定将老年人住房反向抵

押养老保险扩大到全国范围开展。

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

险， 是一种将住房抵押与终身年金

保险相结合的创新型商业养老保险

业务， 即拥有房屋完全产权的老年

人，将其房产抵押给保险公司，继续

拥有房屋占有、使用、收益和经抵押

权人同意的处置权， 并按照约定条

件领取养老金直至身故； 老人身故

后，保险公司获得抵押房产处置权，

处置所得将优先用于偿付养老保险

相关费用。

2014 年 7 月， 原保监会在北

京、上海、广州、武汉正式开展老年

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试点，试

点截止时间为 2016年 6月 30日。

2016 年 7 月，原保监会决定将

试点范围扩大至各直辖市、省会城

市、计划单列市以及江苏省、浙江

省、山东省、广东省的部分地级市，

试点期间延长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

从试点情况来看， 业务开展并

不理想。 截至今年 6月底，只有幸福

人寿一家保险公司开展了相关业

务，共有 98 户家庭 139 位老人完成

承保手续。

银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表

示，保险机构要做好金融市场、房地

产市场等综合研判， 加强老年人住

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业务的风险防

范与管控；积极创新产品，丰富保障

内容，拓展保障形式，有效满足社会

养老需求，增加老年人养老选择。

业内人士指出，“以房养老” 如

何发展， 顶层设计尤为重要。 基于

“以房养老” 的未来发展潜力，保险

业下一步应该尽快解决目前项目推

进存在的障碍，打破僵局。

在产品供给端方面，业内人士建

议，“以房养老” 可由政府和市场进

行“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 具体来

说，政府可成立补偿基金，若因房价

波动等不确定因素造成机构亏损，基

金可进行补贴。 另外，对于资金支付

有困难的老人，政府可助其支付初期

的房屋评估等中介费用。

在产品服务层面，险企可与护理

机构合作，或自建护理服务体系。 这

种措施有助于防范险企借以房养老

名义变相圈地的行为。 通过提供综

合性的养老服务，将“以房养老” 与

养老地产进行区隔。

业内人士建议，在向全国推广的

过程中，可以考虑逐步扩大抵押房产

的范围，将其他类型的不动产，如商

业类房产、共有产权住房、农村宅基

地房产、农村家庭承包的土地使用权

等列入抵押范围，以便解决更多老年

人的收入问题。

“以房养老” 涉及保险、房产、

信贷等多个金融环节，在监管方面也

需银保监会以及相关部门通力管理。

在进行全国推广的同时，《通知》指

出，保险机构要做好金融市场与房地

产市场等综合研判，加强“以房养老

保险” 的风险防范，同时也要积极创

新产品，丰富保障内容。 中证

以房养老保险将向全国推广

银保监会：

所谓“以房养老保险” ，是一种

将住房抵押与终身养老年金保险相

结合的新型商业养老保险业务，简

而言之， 就是老年人将房屋抵押给

保险公司，不仅可以继续居住，每个

月还能从保险公司领取一笔保险

金，身故后，保险公司再通过处分房

屋来获得保费等相关费用。 这种模

式， 让那些住着价值较高的房子但

收入较低的老人每月都能获得一笔

不菲养老金，从而改善养老生活。

目前， 以房养老保险试点总体

运行平稳，不过，4 年来，虽有多家

保险公司得到了试点资格， 但实际

开展业务的仅幸福人寿一家。 截至

2018 年 7 月底，幸福人寿累计承保

139 单（99 户），签约意向客户 201

单（141 户），其中北京、上海、广州

三地的保单数占总数的 80％。

幸福人寿相关人士指出，当

前以房养老保险进展缓慢， 其问

题主要在于需求乏力、 供给不足

和制度交易环境不成熟。 比如养

老金领取没有考虑通胀因素，且

除了传统的长寿风险和利率风险

外，还有房价波动风险、现金流动

性风险、舆论及法律政策风险、房

屋处分风险等方面给保险公司带

来较大的挑战， 亟待政府给予更

多的关注和支持。

业内人士表示：“该模式目前

缺乏配套的落地政策， 加上人们观

念和房子价值波动等因素， 市场参

与度低是必然的。 ”

现状

逐步扩大抵押房产范围试点情况并不理想

建议

原料药价格涨幅高达数倍

据《经济日报》报道 近日，辽

宁省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采购网发

布一则预警通知，涉及 81 种不能正

常供应配送的药品。 其中，12 个药

品由于原料、 企业生产线改造等原

因出现产能不足；13 个药品由于采

购不到原料而停产；17 个药品以原

料药价格上涨、 中标价格低为由不

能正常供应。 这则通知引发了公众

广泛关注。

据了解， 原料药是用于生产各

类制剂的原料药物， 处于医药产业

链上游，是保障下游制剂生产、满足

临床用药需求的基础。有药企反映，

因原料药企业审批数量少， 供不应

求，一些企业形成联盟，从而抬高了

原料药价格。

记者了解到， 不少原料药价格

已经较前几年提高了几十倍。 “涨

价的原因一般很复杂， 与环保有一

定关系， 但这次明显就是垄断所

致。 ” 一位不愿表明身份的业内专

家表示， 我国原料药生产企业有

2000 多家，可生产原料药 1600 种，

年产量达 100多万吨。不过，由于审

批严格， 在这 1600 种原料药中，取

得原料药生产资质的药厂并不多，

很多品种只有个别企业拥有生产文

号。 此外，由于近年来环保趋严，考

虑到污染压力大、 盈利空间小等原

因，一些品种即使文号较多，但真正

具备生产条件的企业很少。

上述业内专家表示， 价格涨幅

较高的原料药对应的成品药都是抗

过敏、抗感冒常见药，如果这些原料

药继续被“总经销” ，任由一些企业

联合垄断， 最直接的结果就是相关

药品价格上涨。同时，有些药品价格

因为受限于中标价格低， 药企不愿

亏本生产，导致相关药品出现短缺、

药企违约等现象。

为进一步规范短缺药品和原料

药市场价格行为， 国家发改委在

2017 年 11 月份发布 《短缺药品和

原料药经营者价格行为指南》，规定

相关经营者不得就短缺药品和原料

药实施捏造散布涨价信息、 囤积居

奇、串通操纵市场价格等违反《价格

法》的行为。然而，从今年年初至今，

原料药垄断消息仍不时传出。

“原料药垄断消息频发，一方面

说明了我国原料药体系存在弊端，

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国对于垄断行为

的惩处过轻。 ”业内专家建议，要彻

底打破原料药垄断， 国家发改委等

行业相关监管部门要对原料药垄断

保持高压态势，及时掌握信息，将垄

断苗头扼杀在萌芽状态。

专家建议严惩市场垄断行为

■链接

多种原料药大涨

据新华社电 工信部信息中心

日前发布《2018 年中国互联网企业

100强发展报告》显示，我国互联网

百强企业中， 游戏娱乐和视频直播

类企业总量占比超过四成， 短视频

应用成为互联网新风口。 短视频与

旅游、消费等深度融合，带火“新玩

法” ，催生“新经济” 。

近年来，短视频应用层出不穷，

用户数量不断攀升， 用户流量与广

告价值明显提高。 一方面，百度、腾

讯等互联网领军企业布局于此，另

一方面，快手、抖音等社交类短视频

app迅猛发展。

在娱乐功能之外，短视频逐渐拓

展到旅游、消费等诸多领域，利用数

字技术、 流量功能等改变很多行业

的“玩法” ， 产生了较大的商业价

值。

淘宝总裁蒋凡认为，视频是最

通用的内容载体， 可视化的商业链

接将是趋势, 未来淘宝 90％的内容

流量将属于视频。

工信部信息中心副主任李德文

认为， 短视频在更广泛场景的应用

表明互联网从关注技术、 运营流量

到关注人、运营内容的变革。短视频

在各领域融合渗透， 将推动互联网

内容生态加速建立。

短视频成风口

带火旅游、消费“新玩法”

据新华社电 证监会新闻发言

人高莉 10日表示，证监会对 5 宗操

纵市场案件做出行政处罚。其中，证

监会没收高勇违法所得 8.97 亿，并

处以罚款 8.97亿。

此前， 证监会于 7 月 3 日在其

官网公开发布《中国证监会市场禁

入决定书（高勇）》。

资料显示，高勇，1974 年 12 月

出生， 为北京护城河投资发展中心

（以下简称护城河投资）合伙人，其

实际控制好雨 7- 高勇、 好雨 7- 路

某（为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时

节好雨” 7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

子账户），黄某、张某燕、张某、吴某

江、倪素某、倪松某、姜某、黄某明、

徐某、朴某娜、薛某、吴某丰、崔某

欣、吴某等 16 个证券账户（以下简

称高勇账户组）从事涉案交易。

控制 16 个账户操纵股价

涉案人遭罚没

近 18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