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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建六局作为 1976 年抗震救
灾驰援天津的原国家建工总局所
属队伍，在天津这块土地上已生根
发展 35 年。有过抗震救灾、引滦入
津、东郊煤制气厂等重点工程的辉
煌，也经历过国有企业改革和生产
经营滑入低谷的阵痛。在滨海新区
上升为国家战略后，他们及时抓住
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期，发挥总部
在天津的地域优势，及时调整经营
战略，压缩和裁掉了大量外埠分散
项目，集中最优资源，坚定不移地
打造科技和履约核心优势。中国建
筑第六工程局董事长、党委书记，
天津市第十五届人大代表吴春军
感慨地说，是天津经济建设的高速

度带动了中建六局的跨越式发展，
并最终帮助企业实施经营结构转
型。

吴春军代表说，“十一五”期
间，是中建六局历史上最好的发
展时期。合同额从 2005 年的 89亿
元增长到 2010 年的 346 亿元，营
业收入从 2005 年的 58 亿元增长
到 2010 年的 172 亿元，合同额、产
值五年翻了近两番。利润总额从
2005 年的 0.123 亿元增长到 2010
年的 3.36 亿元，五年增长了 27.33
倍。2011 年，企业实现“十二五”开
门红。全局各项生产经营指标再
创历史新高。签约工程 198 项，合
同总额 506 亿元，同比增长 46%，
再创历史新高。实现营业收入 255
亿元，同比增长 46.43%；实现利润

总 额 6.19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88.21%。从天津市企业排名情况
看，2009 年该企业在全行业排名
第 32 位，2010 年排名第 30 位，
2011 年排名会进入 25 位以内。在
天津市建筑行业，他们的综合指
标排名前三。职工收入也平均年
增长 20%以上。

过去的中建六局主要的服务
对象集中在民建，现在企业壮大
了，他们也及时提出了新的发展
战略，那就是到 2015 年，将全局基
础设施、房建、房地产开发及其他
业务的营业收入比例由 2010 年的
24:73:3调整为 60:30:10 (简称 631
目标 )，以此实现房建、地产、路桥
三大板块齐头并进的良好局面。
如今，企业高端房建订单不断，标
志房建业务跃上新水平。目前他
们正在施工的超高项目就有十几
个，包括海口市海控广场项目，主
楼高 249.7 米；成都锦江两个 210
米的天玺，一个 333 米的门里·东
方荟及其两个 230 米的副楼和天
津滨海新区于家堡的檐高超过
280 米的上海宝龙国际广场等。

在以桥梁和铁路施工为代表
的基础设施业务板块，也创造了
中建系统内“十一个第一”的骄人
业绩。而且他们在依托大项目推
动科技创新方面，也取得突破性
成果。其中，“大跨度空间预应力
钢结构施工技术研究与应用”项
目冲击国家级奖获得成功，获得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填补了六
局国家级科技奖项的空白。此外，
他们还承担了 15 项省部级研究
课题，工程局立项的研发项目近

50 项。该局铁路公司与中建股份
有限公司研发的“客运专线预应
力连续梁施工技术研究与应用”，
达到国内先进水平；与中建股份
有限公司等单位研发的“客运专
线 CRTS 玉型板式无砟轨道施工
技术”，解决了国内客运专线施工
难题，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除了做工程，近几年，中建六
局还加大了对天津的投资力度，
帮助企业优质快速发展。2011 年 8
月与滨海新区政府签订《南部新
城综合开发项目协议书》，联合中
建集团总部共同投资 128 亿元人
民币为塘沽农村城市化建设示范
区；投资约 31亿元开发滨海新区
威海路地产项目。投资 26 亿元积
极参与滨海新区塘沽森林公园保
障房项目开发建设。以 BT 融资建
造模式承建连接天津市城市副中
心的海河桥———春意桥项目，总
投资为 2.3 亿元，目前已经动工兴
建。

在“十二五”规划中，中建六局
确定的企业愿景是：打造天津地区
建筑行业的领军企业，综合实力向
中建股份第一方阵跨越，成为中建
股份最具专业化竞争实力的工程
局。经营规模保持年均增幅 23%以
上，到 2015 年实现年度合同额 800
亿元，营业收入 500 亿元，净利润
12 亿元。主要目标排名是到 2015
年，成为天津市建筑业综合实力第
一名。核心目标是以基础设施业务
为核心的 631经营结构转型。2012
年的奋斗目标是，实现新签合同额
600 亿元，主营业务收入 330 亿
元，净利润 5.65 亿元。

杨子炀

500亿元合同
中建六局抓牢天津机会

天津市市长黄兴国在天津市第
十五届人大第五次会议上所作的《政
府工作报告》中提出，2012 年，天津
将加快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加快提升
自主创新能力。对此，天津金耀集团
董事长、党委书记，天津市第十五届
人大代表卢彦昌感触最深，他说，当
初我们就是成功打破了国外大型跨
国公司的技术垄断，掌握了地塞米松
的核心技术，才将他们赶出了中国市
场；又通过不断的技术研发和公关，
不断降低成本，反身打入国际市场。
这些年来，我们企业的经营方针一直
是“高科技加规模经济”，我们不是简
单地看哪个产品的市场容量大就上
马哪个项目，如果没有技术优势，上
了规模以后，反倒是包袱。我们强调
要不断地技术创新，保证现在领先，
以后也领先。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了三
大核心技术，这种技术能够领先同行
5年以上。这使得我们能够掌握市场
的主导。去年企业的利润 60%都是从
国际贸易中赚取的，因为我们可以主
导市场，我们也就掌握了定价权。

去年，天津金耀集团组织了国际
皮质激素论坛，最终有 40多个国家
参会。之所以能引起这么多国家企业
的关注，是因为如今的金耀集团已经
是亚洲最大的皮质激素类药物生产
企业。卢彦昌说，科技创新、技术进步
是金耀集团发展的源泉和不竭动力。
近年来，金耀集团依托国家级技术中
心，建立了国家级“甾体创新药物研
发平台”和市级“化学药物创新研发
平台”，在原料药方面开发“甾体药物
化学合成工艺”技术，在制剂药物方

面开发靶向、微丸、缓控释技术。按照
“投产一批、储备一批、研发一批”的
科研开发思路，每年投入科研经费过
亿元。以“甾体激素类药物”和“氨基酸
类药物”作为主攻方向，同时加强心
脑血管、抗肿瘤药物等高端产品领域
的研发，以技术优势构筑高端化、高
质化、高新化的产业结构，推进产品
研发高新化、高新技术产业化。自“九
五”以来，金耀集团共研制完成新产
品新工艺新技术 200多项，申请专利
260项，获得专利授权 107项，部分项
目被列为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有
70多项科研成果获市级以上科技奖
励。其中“生物氧化”、“生物脱氢”两项
新工艺技术指标国内同行业领先。

卢彦昌说，“十二五”期间，金耀
集团还将加快新产品、新技术成果转
化，促进产品结构调整。在原料药方
面，继续完善皮质激素类和氨基酸类
原料药产业链，横向进行新产品种类
的扩充，纵向开展重大工艺的推进，
稳固原料药中间体的生产，提升产品
质量标准，加快新产品、新技术成果
转化，力争 5年内投产新产品 13—
15项，重大工艺项目 7—9项。同时
他们还将加大对制剂的生产，实现原
料药与制剂产品的共同发展。做大
OTC、高附加值产品和普药、基本药
物市场规模，扩大重点产品市场占有
率。要优化制剂产品结构，引进高端
制剂生产线，生产滴眼剂、粉雾剂、靶
向制剂、冻干剂、脂肪乳剂等高附加
值的高端制剂，力争在未来 5年内，
推出高端制剂产品4—5个。

金耀：靠创新立业
还要靠创新发家
杨子炀

本报记者 张艳蕊

本刊主编：彭飞

我国自 2000 年开始实行处方
药管理办法至今，在用药安全方面
可谓功效卓著。然而，从诞生之初就
备受质疑的双跨品种，已经成为其
中的不和谐音，业内人士指出，双跨
品种中成药其实是中国中医药行业
整体心态的写照。

药还是那个药———
中成药“双跨”挑战 OTC

天津的王先生最近一次感冒咳
嗽，便自己去药店买药，因看到电视
广告中范伟举着小盒“达仁堂牌清
肺消炎丸”一直推荐，于是，就买回
一盒，可准备吃时，刚刚了解了一些
有关 RX（处方药）与 OTC（非处方
药）相关知识的他发现了问题：电视
上范伟推荐的药盒上明明有 OTC
标志，而自己买回的这盒为什么没
有 OTC标志？因为王先生知道，OTC
患者可以自己购买的，RX是需要医
师处方才能购买的，那这个刚买回
来的、没有 OTC标志的药并没有医
生处方，自己到底能不能吃呢？心怀
疑虑的王先生把这个药盒寄给了记
者。

非处方药物，简称 OTC，是消费
者可不经过医生处方，直接从药店
购买的药品。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处方药，因其药性可能存在副作用，
为了确保用药安全，杜绝滥用抗生
素等，2000年我国开始施行《处方药
与非处方药分类管理办法》（试行），
某些药品作为处方药时有多个适应
症，有些适应症适合自我判断和自
我药疗。于是，在限适应症、限剂量、
限疗程的规定下，将此部分适应症
作为 OTC药品，而患者难以判断的
部分仍作为处方药。根据国家《药品
管理法》规定，处方药必须凭执业医
师或助理执业医师开具的处方经药
师审核后才能购买，而非处方药只
要求患者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
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处方药与非处方药分类管理

办法》严格了处方药的管理及流通
环节，同时加大了打击处方药做广
告宣传的力度，在药品包装说明书
上都有了严格规定，当然处方药价
格也会比非处方药贵。

患者在购药时，一般可以按照
药店药品分区，辨别处方药和非处

方药。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应该

说，处方药和非处方药的管理办法
确保了患者的用药安全，而且给了
中医药一个发展空间，因为很大一
部分中成药是非处方药。

随着处方药营销环境的变化以
及我国 韵栽悦市场巨大潜力的诱惑，
促使部分从事处方药生产的企业逐
步转向 韵栽悦 领域，致使一些具有
韵栽悦市场运作潜质的产品，在营销
的层面同时取得了 韵栽悦 和处方药
的双重身份，脚踏医院和药店两个
市场，双向掘金。这就是所谓的“双
跨”产品。
“双跨”品种是指药品按照治疗

适应症的不同，既可以作处方药又
可以作 OTC品种存在。

中国非处方药协会副会长白慧
良透露，在基本药物目录中，非处方
药在化学药品中的比例是 10%左
右，而在中药中占到了一半。国务院
政策研究室社会发展司司长朱幼棣
认为，这和我国有一部分药品是“双
跨药”有关。“双跨药”根据药品适应
症、剂量和疗程的不同，既可以按处

方药管理，又可以按非处方药管理，
这种情况以中药为多。非处方药也
是药，从疗效和安全性上应该受到
重视，应该进入基本药物目录，由政
府控制药价。有专家指出，之所以要
有处方药和非处方药分类管理制
度，根本目的是集中力量管好处方
药和医生的处方，对于非处方药应
该给予更大的自由，让市场去调节。

记者电话采访了天津达仁堂相
关负责人，据介绍，王先生买到的清
肺消炎丸就是双跨品种。但天津达
仁堂另一位质监部门负责人在与记
者电话连线中介绍：此清肺消炎丸
从配方到制药过程，处方药和非处
方药都是相同的。她还向记者透露，
为了保护患者利益，他们公司决定
今后不再生产双跨药。

西药理念引入中药———
中成药误入歧途？

中国医师协会一位医师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指出，稍有中医知识的
人都知道，中医是“治未病”，而中药
也是强调把人体当做一个整体，以

治本为主，所以一直以来，中医因其
疗效不明显而争议颇多，甚至废除
中医的呼声一直不绝于耳。这也从
客观上制约了中医、国药的发展。

而西医西药是实证科学，西药
有明确的成分，能提供准确的药理、
药效甚至副作用数据，尤其是治疗
效果，一经引入中国，一直有取代中
医中药的趋势，直到多年后，西药所
带来的副作用，尤以抗生素对肝肾
的损害而引起医学界的反思。

业内人士向记者介绍，中医药
一直在探寻发展之路，中西医结合
概念的提出，打破了中西医之间的
界限，同时中药也开始借鉴西药实
证分析概念，通过中药提纯等操作
手法，已经有如小檗碱（黄连素）这
样的能够和西药一样成分稳定，且
可以进行明确的成分分析的中成
药。
然而，记者发现，中西结合也有

乱点鸳鸯谱的药，以王先生所买到
的清肺消炎丸为例，清肺，是中药概
念，但消炎是西药概念，仅在中药中
加入西药消炎成分便可成为一剂中
成药，难怪有人质疑中药：仅消炎功

能就足以达到疗效，何必还要加上
所谓清肺概念呢？

双跨心态：是中成药的
新出路还是绝路？

目前国内中西药双跨品种超过
2300多种。中国非处方药物协会会
长白慧良表示，从药监局进行有效
监管的角度出发，双跨药的存在会
增加药品监管难度。目前，取消双跨
药品的方案正在起草。

另外，OTC 管理从国家药监局
安监司转换到注册司管理后，处方
药转 OTC已经停顿两年。国家药监
局药品评价中心负责人张承绪表
示，“双跨品种矛盾点主要集中在中
成药。”“国家药监局针对双跨品种
尤其是中药，你认为自己的药适合
于 OTC，那你就选择 OTC，不要双
跨，要么你就作为处方药卖，今后的
规范调整主要是针对中药”。

中国非处方药物协会法律委员
会主任、辉瑞公司注册总监王红梅
代表非处方药物协会建议，保留双
跨品种，“双跨品种作为 OTC，便于
患者自我治疗，有助解决看病难；作
为处方药，便于风险控制和专业指
导，如果取消，不利于患者自我用
药，会增加患者、医院以及国家的负
担。”王红梅建议，国内双跨品种的
管理可以借鉴国外的实践经验，处
方药和 OTC各自使用独立的批准文
号，便于管理；处方药与 OTC可以使
用不同的说明书，以符合使用人群
的需求和理解能力；非处方药与
OTC的商品名有所区别，避免混淆。

近年来，业内关于取消双跨品
种的讨论一直在继续。“双跨”品种
究竟取不取消，并不是重点，重点在
于中医药行业的“双跨心态”可能会
将中医药推向绝路。

表面看来，中药品种因其双跨而
占尽机遇：既可以享受 OTC药品做
广告的特权，又可以让患者自行购买
而不需医师处方的门槛；既可以享受
中医药所赋予的民族文化背景，又可
以倚靠西药中消炎立竿见影的成效，
同时又可以根据需要调高药价，享受
RX的待遇。但这表面上市场占尽先
机的背后，将会让中医药的精髓逐渐
遗失，可能把中西结合的路越走越
窄，会让现有的中药企业在“温水煮
青蛙”的现状中忘记创新发展，从而
走向中医药的末路。

“双跨心态”：中成药的病态心理？
在 OTC与 RX之间摇摆，在中药与西药之间游移

这种“双跨心态”，到底是一种
投机心态，还是不自信的表现？

近年来，有关中医是“伪科学”
的讨论愈演愈烈，对此，记者更同
意一位临床多年的老中医的观点，
中医药确实是“伪科学”，因为中医
药就不是实证科学，而是哲学。

中药一个方剂要在辨证立法
基础上，配伍适当药物。方剂的组
成原则可概括为“君、臣、佐、使”四
个字。 君药又称主药，是在方剂
中针对主病或主证起主要治疗作
用的药物。其药力居方中之首，用
量较作为辅、佐药应用时要大。在
一个方剂中，君药是首要的、不可
缺少的药物。君药是解决疾病主要
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即针对病
症的主要病因、主导病机或主证而
设，是方剂组成中核心部分。君药
通常具有药力强效、药味较少及用
量加大的特点。臣药亦称辅药，它
的药力小于君药。佐药的药力小于
臣药，一般用量较轻。使药的药力
较小，用量亦轻，“臣、佐、使药”缺
一两味都没关系，可以找其他药代
替，但“君药”却是万不能缺的，是
一服药的灵魂。

中医药的精髓是什么？借用
我国百年老药店同仁堂的理念，那
就是：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中
医药的哲学思想是否能够治病，可
能还有待考证，但如果中药都像
“清肺消炎丸”一样，把西药的消炎
功能做“君药”，而中药成分自愿退
居辅药地位，其存心恐怕只有天知
了。

谁在糟蹋中医药？正是这种
“双跨心态”。几千年前，庄子有关
莫用“机心”的教诲早就给中国文
化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何以使根植
于中国文化土壤的中医药会出现
如此怪胎式的“双跨”心态？我们少
部分被“机心”迷眼的中药企业更
应该对此反思，对此，本刊将继续
关注。

短评

谁在糟蹋
中医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