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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抗癌药价格到底能降多少？
专家：
实际降幅或在 2%~6%
今年 5 月 1 日至今，中国实施
抗癌药等药品“零关税”已超过 3
个月。
“ 救命药”买不起的问题是
否得到缓解，
备受外界关注。
抗癌药实际价格下调幅度有
多大？哪些关键因素影响降幅？
如何能进一步扩大此类药品的可
及性？近期，业内专家进行了深
入分析。

抗癌药价格到底能降多少？
从今年 5 月 1 日起，进口抗癌
药品关税降至零，原 16%增值税可
选择按 3%简易纳税征收。有部分
患者和媒体甚至解读为，
“
‘零关税’
和增值税减按 3%征收，相当于药
价能降低近 20%”
。
那么，降税政策在抗癌药品终
端零售价格上到底能体现出多大的
降幅？对此，中国药科大学国际医
药商学院副院长丁锦希、讲师李伟，
从专业角度进行了分析。
上述两位专家经测算后认为，
大部分抗癌药品实际价格下调幅度
主要集中在 2%~6%之间。

降幅为何没有公众期望的
那么高？
为什么实际价格下调幅度没有
公众期望的那么高？专家分析，原
因主要有三方面。
一是降关税涉及品种范围小。
在原有关税税则中，进口抗癌药品
中的单克隆抗体和其他生物制品原
关 税 即 是 0% ，并 未 产 生 影 响 ；同
时，小分子化学药品原关税为 2%，
降为零后对价格仅有小幅度影响。
二是增值税计税依据发生变
化。假设 A 药品出厂价 800 元，经
销商以 1000 元/盒的价格销售给医
疗机构。在这个环节降税前 16%
的
“一般纳税”
是以企业购进和销出
价格的增值部分 200 元为计税依
据，应纳税 32 元/盒；3%的“简易纳
税”则以单笔销售金额 1000 元/盒
为计税依据，应纳税 30 元/盒，所以
降税前后差额仅为 2 元。因此，由

福彩直通车

以色列哈马斯
“边打边谈”
专家：
双方都无意全面开战

于两种纳税方式计税依据不同，应
缴纳增值税率不能简单认为“降低
了 13%”
。
三是对于国产药品，不存在关
税的影响，有些生物制品 2014 年年
底前就已采用了 3%的简易办法征
收增值税；也可能会有企业经测算
后仍然选择按照 16%的增值税缴
税。这些情况下税改政策对终端价
格都不会有影响。

哪些关键因素影响降幅？

提高抗癌药可支付性，下
一步怎么做？

丁锦希、李伟认为，一般来说，
在专家看来，此次降税政策是
税改政策对企业税费负担影响主要
中国政府提高抗癌药品可支付性
取决于两个因素。
“组合拳”的第一步。与此同时，政
首先，与流通加价率呈正相关，
府应建立价格调控引导机制，全面
即
“加价率越高，降税政策效果越显
提升治疗严重疾病的高值药品可支
著”。
付性。
仍以前述 A 药品为例，在出厂
一方面，从需求侧着手，构建多
价(800 元/盒)不变的情况下，若经
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完善医保目录
销商提高加价率，以 1200 元/盒售
动态调整机制，发挥医保“战略性集
出。降税前应纳税 64 元/盒，降税
团购买”能力，促进高值药品以合理
后应纳税 36 元/盒，差额为 28 元，
支付标准尽快纳入医保。如近期国
远大于前述举例中的 2 元。
家医保局正在开展的抗癌药品医保
其次，与流通交易环节呈负相
专项谈判工作。
关，即“流通环节越多，降税政策影
另一方面，从供给侧出发，促进
响越小”。
优质仿制药在专利到期后快速上
当前述 A 药品出厂价与终端
市，利用市场竞争机制引导药品价
价格不变，但是由经销商经过流通
格下降，这是降低抗癌药品价格的
企业再销往医疗机构。假设经销
根本之策。
商以 900 元/盒的价格卖给流通企
此外，国家医保局正在部署医
业，流通企业以 1000 元/盒的价格
保目录内抗癌药物集中采购工作，
卖给医疗机构，降税前应纳税 32
发挥“以量换价”引导药品价格调整
元/盒，降税后由于出现了两次交
的作用。
易，应纳税 57 元/盒，反而出现了
专家认为，只要坚持“以患者为
增长。
中心”的理念，持续不断推进政府多
此外，3%“简易纳税”无法对企
部门的综合施治，抗癌药品的可支
业运营过程中相关成本(如仓储和
付性一定会日益提升。 据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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刮刮乐“沙漠寻宝”上市啦！最高奖金100万！
百万财富哪里寻，就在“沙漠寻宝”中！刮刮乐新票“沙漠寻宝”上
市啦！
“ 沙漠寻宝”彩票带着彩民朋友们来到神秘古埃及的金字塔中探
秘寻宝。
该款游戏与以往不同的地方在于“我的号码”增加到了 25 个数字，使
得中奖概率大大提升。
“沙漠寻宝”单张面值 20 元，共有 11 个奖级，15 次中
奖机会，一等奖奖金高达 100 万元。具体游戏规则：刮开“我的号码”区覆
盖膜，根据刮出的号码，在“标注区”寻找所对应的号码并进行刮开标注，当
标注的号码满一行时，即可获得该行所对应的奖金。中奖奖金兼中兼得。
近期，福彩刮刮乐新玩法层出不穷，有带您体验指尖故宫的“北京印
象”、珠光宝气的“幸运宝 10”、娱乐游戏“趣味台球”和“射门”、新玩法“蒸
蒸日上”
“双赢”、2018 年贺岁版生肖彩票——“戊戌狗”等。喜爱刮刮乐新
玩法的彩友们，不妨到福彩投注站一试身手。福彩刮刮乐，越刮越快乐。
希望广大彩友在奉献爱心的同时，能收获更多的好运。

福彩双色球

管理成本)进行抵扣也会削弱降税
政策的最终效果。
专家认为，国家主管部门还应
与企业充分沟通，在核实药品流通
各环节的真实加价和开票纳税情况
的基础上，指导企业精准测算药品
价格降幅，合理降价，既保证将降税
额度全部让利于民，又不干扰市场
正常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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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元可中 10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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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运婚介

诚实守信
无婚托婚介

用婚托缺德，骗钱财害己

创办十多年，数千对成功配婚，良好的社会口碑。

不满意，
不付婚介费

小石桥红绿灯东100米马路北四路车站楼上

征婚85292569
QQ:1252832854
热线13962983156 1585125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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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100503 15358777393

短信微信报名：18934533636

男
男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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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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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
硕士
本科
大专

国企办公室 房车
公务员 品貌端
公务员 帅气
离 会计 形象好

地址：
人民中路端平桥综合楼304室

成功满意价值服务

地址：
工农路135号三喜大厦401

据新华社电 以色列军队与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即哈马
斯 8 日暴发新一轮武装冲突，
至少
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
同一天，哈马斯官员向媒体
披露，双方就缓解紧张局势的对
话进入尾声。
以军说，一辆以色列工程车
首先受到来自加沙地带的火力袭
击，以方以坦克火力回应；稍后，
加沙地带武装派别向以色列境内
发射 70 枚火箭弹，以方战机空袭
加沙地带至少 12 个哈马斯目标。
冲突从8日黄昏持续至9日。
今年 3 月 30 日开始，哈马斯
组织巴勒斯坦民众每周在加沙地
带与以色列交界处举行反以示
威；
示威时常演变为冲突。

涉欺诈、洗钱和计算机犯罪

泰国
“炫富僧”
获刑 114 年
据新华社电 泰国“炫富”僧
人威拉蓬·戍蓬因欺诈、洗钱和计
算机犯罪罪名成立，9 日由法庭
判处 114 年监禁。
威拉蓬在泰国东北部四色菊
府干他拉隆县出家，在当地信徒
众多。2013 年 6 月在互联网上
传播的一段视频显示，威拉蓬和
另外两名僧人搭乘私人飞机，戴
墨镜和耳机，
手提奢侈品牌手袋。
威拉蓬·戍蓬（资料图片）
威拉蓬因这段
“炫富”
视频惹
是，依据泰国法律，他实际只需服刑
火烧身，随即被查出与未成年少
20 年。
“法庭裁定他多项罪名成立，
女发生关系、挪用善款、洗钱等多
刑期累计 114 年，”调查厅官员说，
宗罪行。他随后逃往美国，去年
“这意味着他实际需要服刑 20 年。
”
7 月由泰国警方引渡回国。
另外，威拉蓬因与未成年少女
泰国司法部特别案件调查厅
发 生 性 关 系 ，面 临 性 侵 害 儿 童 和
一名官员告诉路透社，威拉蓬欺
绑架儿童罪名指控。法 庭 预 计 今
骗信徒，
声称自己有特异功能；
以
年 10 月 就 这 两 项 指 控 作 出 裁
购买多辆豪华车辆的方式洗钱。
决。这两项罪名的最高刑罚为 20
泰国首都曼谷一家刑事法庭
年监禁。
闫洁
9 日判处威拉蓬 114 年监禁。只

亚运会中国男足女足
最终队员名单确定
新华社北京电 据中国足协
官网消息，8 月 10 日，在集训大
名单基础上，
经过集训选拔，代表
中国出征第十八届亚运会足球项
目的运动员名单最终确定。
女运动员包括：古雅沙、赵
容、肖裕仪、李佳悦、黄旖旎、杨莉
娜、赵丽娜、李梦雯、李影、李婷
婷、娄佳惠、王珊珊、王焱、毕晓
琳、王霜、吴海燕、林宇萍、任桂
辛、韩鹏、张睿。
男运动员包括：
曹永竞、陈彬
彬、
陈威、
陈哲超、
邓涵文、
冯伯元、

更俗剧院
最新演出信息

8月11日19:30
8月12日19:30
9月7日19:30
9月9日19:30
9月21日19:30

以方的报复举措包括坦克炮
轰、空袭哈马斯目标、暂时切断燃料
供应。加沙卫生部门数据显示，过
去 4 个月，158 名巴勒斯坦人死于以
军武力，其中至少 120 人在示威中
遭射杀。
哈马斯高级官员哈利勒·哈亚
8 日告诉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在联
合国和埃及斡旋下，哈马斯与以色
列之间旨在缓解紧张局势的对话
已经进入“尾声”，
“ 我们希望有好
结果”
。
以色列议会外交和防务委员会
主席阿维·迪希特表达了谨慎乐观
态度。他告诉媒体：
“我非常期待我
们就加沙事态迎来黎明。”
路透社分析，哈马斯和以色列
都无意全面开战。
郭倩

高准翼、
何超、
龙成、
黄紫昌、
李海龙、
刘洋、
刘奕鸣、
唐诗、
韦世豪、
徐友刚、
姚均晟、
张玉宁、
张源、
周煜辰。
女足方面，经国家队医务组评
估，刘杉杉、姚伟身体情况无法满足
比赛需求，遗憾因伤落选；男足方
面，通过集训和两场热身赛的考察，
教练组综合考虑队伍情况，确定了
最终的 20 人名单。
8月14日，
中国男足队伍将率先
亮相亚运赛场，
小组赛首战东帝汶队；
中国女足本届亚运会的首秀则将在8
月17日上演，
对手是中国香港队。

动画片
《神秘世界历险记4》
陈赫、娄艺潇主演喜剧片
《爱情公寓》
杰森·斯坦森主演动作惊悚片 《巨齿鲨》
黄渤、舒淇、王宝强主演喜剧片 《一出好戏》

现代京剧《浴火黎明》
京剧《智取威虎山》
扫二维码关注更俗剧院微信公众平
至美华音·美国利维坦三重奏
台，获取更多电影演出信息。
大型山西说唱剧《解放》
更俗剧院新官方网站 http://www.ntgsjy.cn/
詹姆斯·霍尔与荣耀之声合唱团音乐会 售票热线：85512832 服务监督：855286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