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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对婴儿奶粉出境实施了最

严厉的限购措施。措施实行两天内

共拘捕 45人，包括 26名香港居民
及 19名内地人。国产奶粉安全问题
在两会前夕再度成为焦点。对于“你

对中国国产奶粉有信心吗”的追问，

我的回答是：“当然没信心啦，要是

有信心的话，大家就不会到香港去

买奶粉了。”国家质检总局一个数字

说，内地奶粉 99%是符合质量标准

的，那么我想知道 1%在哪里？媒体
的注意力不应只局限在香港“奶粉

禁令”上，而是应聚焦内地消费者为

什么不信任自己的奶粉，尽管有数

据表明，99%的内地奶粉质量都合
格，但也或许有同样比例的公众对

奶粉质量没信心。如何让公众对本

地奶粉有信心？这不是奶粉的事，而

是所有国产食品安全的问题，是对

整个链条的不信任。

全国政协委员、CCTV主持人崔永元:

“内地奶粉 99%合格”，那么 1%在哪里？

全国人大代表、绍兴市长钱建民：

毒胶囊事件未追责中央部门不公平
去年毒胶囊事件产生了巨大的

影响，在迅速查处问题企业掐断黑色

产业链几个月之后，浙江方面被问责

的官员有 7人。领导问责，原本无可
厚非。但毒胶囊事件的主要责任应该

归咎于中央有关部门，而在被问责的

官员中，却没有一个中央相关部门人

员，甚至连个出面道歉的也没有。首

先，我国胶囊生产的标准是 2010年
10月才正式出台的，在此之前一直
是空白。然而新标准却比欧盟的现行

标准还严格 5倍。这样的标准是否符

合中国实际？其次，新标准出台后，各

级政府并没有接到通知，也没有要求

配合与支持。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这

次毒胶囊事件，很多地方的领导干部

甚至还不知道有这么一个标准。再

次，药监部门是个高度垂直的系统，

所有的药品由国家局直批。在他们自

己批准上市的药品胶囊中发现问题，

难道他们没有责任？这样太不公平

了。中央有关部门应该多与地方沟

通，听取地方的意见，同时要在制定

责任追究方案中主动回避。

全国人大代表、石家庄石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蔡东晨:

药品招标制度让市场竞争失灵
2006年推行以省为单位的药品

集中招标采购，其目的是降低药价、减

轻患者的药费负担，但由于省级药品

集中招标采购主体是各省的卫生行政

部门，不是真正的采购者，其结果是

“只招不采”。这不但违反了招投标法

中谁付款谁采购、谁就是招标人的规

定，也使药企中标后不得不与实际的

药品采购付款者，也就是医疗机构进

行隐性的“二次议价”,这让正常的市

场竞争机制失灵。招投标本来是国际

上通行的一种比较好的市场化采购方

式，但目前我国实行的以省为单位的

药品招标采购政策已严重异化，成为

药品进入市场的二次行政管制。改革

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制应从注重建设平

台向深化机制创新转变，从注重降低

药品价格向注重药品质量价格综合效

果转变，从注重药品招投标向注重履

行采购合同和使用药品转变。

全国人大代表、扬子江药业集团董事长徐镜人:

对优质药品生产企业给予鼓励与扶持
由于新修订的《药品生产质量

管理规范》（GMP）仍处于过渡期，新
旧标准并存，加上地方保护主义严

重，药品质量安全隐忧未得到根本

解决。尤其是各省药品招标采购政

策不一，优质药品“中标难”的现象

屡见不鲜，《国家药品安全“十二五”

规划》明确提出，要用 5—10年时间，
对 2007年修订的《药品注册管理办
法》实施前的仿制药，分期分批与被

仿制药进行全面比对研究，使仿制

药与被仿制药（原研药）达到一致。

这对于促进我国医药产业结构调

整，使药品安全保障能力整体接近

国际先进水平具有重大的意义。为

此国家应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对

优质药品生产企业给予扶持，鼓励

企业提升质量和创新研发的积极

性。因此建议政府能够提高在药品

招标采购中的权重，体现优质优价、

同质同价原则；鼓励企业加快实施

新版 GMP，提升行业 GMP 运行水
平，推动创新资源向优质企业集中，

加快培育大型民族医药企业。

全国人大代表、河北邯郸摩罗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陈致慜：

让医药市场整顿和医改结合
医改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让老百

姓吃到有疗效的、安全的、价格便宜

的药，为此就一定要把医药市场的整

顿和医改结合起来。目前中国的医药

市场流通领域尚存在一些弊端，应该

全面推行“两票制”，减少药品流通环

节，从而降低药品价格。此外，药品质

量是一个关键性问题。应把医药市场

的整顿纳入到医改里，希望国家能够

进一步加大对中医药的保护力度。在

一些大型医药企业中，已经建立起完

善的质量保障体系，从原材料到最后

的产品，每一道工序都有严格的质量

把关。质量第一的理念应该是医药企

业全体员工自觉的行为，也应该是全

体医药企业应奉行的企业文化。医药

企业要做有良心的企业。有关部门应

该联合起来，系统地推出有效的措

施，促进中医药发展，使得中医的精

髓得以传承。

全国人大代表、佑康食品集团董事长戴天荣:

建议成立食品标准建设委员会

安全问题归根结底还在于预防，

特别是风险控制，这在我国是一块短

板。目前的《食品安全法》较注重事后

的惩罚和处理，而对事前的预防、事

中的监管却不够重视。食品行业的现

状是有大量小微型企业的存在，占全

行业的 93%左右，这些企业往往成为
食品安全问题的多发地带，他们中具

有常规质量检测能力的食品企业不

足三成。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能一定程

度上弥补小微企业自身检查能力弱

的不足，规范企业生产加工，弥补行

业自检能力不足。我建议，国家应加

大对风险监测的财政投入力度，进一

步完善风险监测体系和风险预警制

度，建立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基础数据

库和数据分析系统，做到风险隐患早

发现、早调查、早预警、早控制。建议

成立食品标准建设委员会，隶属国家

食品安全委员会管理，便于协调各部

委及各方的利益关系，统一领导中国

的食品标准建设工作，并加大财政支

持和经费投入，建立标准工作的财政

保障制度。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药中 270
多个过亿的大品种销售总额已经占

据了中药市场 50%，积极推动中药大
品种的二次开发工作也就成为当前

中药科技创新的重点。但是由于民族

药业发展起步较晚，药材物质基础研

究薄弱，致使许多历经临床验证、疗

效安全性俱佳、价格合理的产品难以

符合内地医药市场营销的要求。许多

好产品销售增长乏力，企业发展艰

难，大大阻碍了民族药工业的成长。

因此，民族药行业迫切需要在国家鼓

励大品种二次开发的科技扶持政策

引领下，把更多有潜力的品种通过二

次开发做大做强。国家科技部门在制

定中药大品种二次开发政策时应对

民族药设置专项，适当降低大品种门

槛，将销售额定在 5000万以上；把民
族药具有优势、全国医疗市场有大量

治疗需求的一些常见病也纳入支持

范围，同时，对于制约民族药推广发

展的上市后循证药物经济学的研究

也纳入重点支持内容，并鼓励民族药

进行新的剂型开发。

全国政协委员、西藏奇正藏药集团公司董事长雷菊芳 :

将民族药纳入“中药大品种二次开发”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黄强:

可仿照“阶梯电价”规划铁路票价

中国铁路实行政企分开，为推

动铁路建设和运营健康可持续发展

提供了新机制。把政府、企业职能

分开，这是很好的改革设想。改革

是人心所向，铁路改革一直缺乏的

是决心，这次终于下定了决心，还

要加大力度落到实处。改革后，政

企分开，运作效率将得到提高。国

家将继续支持铁路建设，加快推进

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和运价改革，

建立健全规范的公益性线路和运输

补贴机制，继续深化铁路企业改

革。方案给了一个整体的规划，具

体细节还要探索。譬如，政府和企

业具体分管的哪些方面，彼此权责

如何平衡？如何保证有效监管？怎

么改革票价，既与企业经营效益挂

钩，又能保证铁路原有的公益性不

变？在运作考核上，如何划分公益

性与经营性部分？铁道部原有债务

归谁负责？票价部分，哪部分是公

益性的，哪部分是经营性的，如何

区分？政府要补贴多少？都是细化

方案里要涉及的问题。建议，可以

仿照“阶梯电价”的方法来规划铁

路票价。

全国人大代表、河北颈复康药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沈明：

简化医改目录减轻企业负担
中国医改目录林林总总下来不

下十来个。这些目录，企业都很关

心，也许哪个目录对其至关重要，对

企业很痛苦。建议简化一下，把这些

目录合成一个目录，或者是两个目

录。 目录简化 ，就给企业减轻负

担了。否则除了常规的经营管理外，

这些目录对企业就是一个沉重的负

担，更何况后面还有招投标、二次议

价、省一级的招投标。我们药企和政

府的责任是一样的。政府想的药品

的安全有效、不出质量问题。其实我

们企业也想着药品的安全有效、也

不出任何的质量问题。这次人代会

其中有国务院机构改革的方案。据

说是把食品、药品这些监管分散在

各部委的职能抽出来，组成一个食

品药品监督总局。这个决策非常英

明，符合国情、社情、也符合企业的

盼望，反映出企业的心声来。为了发

展祖国的中医药事业，给我们一个

宽松的环境。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更香有机茶业(基地)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俞学文:

对饲料添加剂从源头加强监管
频繁出现的毒牛奶、毒馒头等

等事件，使公民失去对食品市场的

诚信度，觉得没有一样东西是可以

放心食用的，尽管国家出台了各项

法规政策，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

的情况随处可见。要从源头抓起，

加强对农药、肥料、生长调节剂、

兽药、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等农业投

入品使用的管理和监督。首先生产

企业要把好第一关，销售公司要把

好第二关，严防不健康的食品流入

社会，坚决打造良心工程。各级人

大部门要对法规的执行情况常抓不

懈，对食品卫生法律法规执行情

况进行执法监督。还要建立有效

的执行机制，对违犯有关法规的

企业和个人，要严查、严办、严

惩，坚决不能姑息，采取重罚的

措施，严重的必须追究刑事责任，

严惩不贷。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海宁市华丰村书记朱张金 :

我为什么带 300多件有毒食品进京？
我拿 10颗花生米扔进玻璃杯，

冷水一冲，整杯水都成了黑色。这就

是售价高达 160元一斤的所谓健康
黑皮花生。这次我带了 300多件有
毒食品到北京，这不是作秀，而是要

让大家看看，毒品添加剂的泛滥和

危害到了何种程度。为什么有些农

民是这样的：这个是拿来卖的，这个

是自己吃的？我研究这些毒食品和

‘毒品添加剂’已经 6年了，我还是
中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协会第一

任副会长，对农产品是很了解的。我

们的生活已经被各种有害食品包围

着，这些有害食品的品种在不断增

加，而且，越做越内行。我们要消灭

土壤，要治本，本是什么？是要建立

长效问责机制，整治‘食品不安全’

问题；是要创新建立区县市专业监

督机构等等。为了从源头上有效控

制农产品安全，建议国家要加大支

持和扶持更多企业或个人，投资成

立规模化农产品生产企业或农业专

业合作社，对城市居民特别是青少

年进行有关农产品养殖种植知识普

及教育，增强农产品质量安全意识，

提高对农产品质量安全鉴别能力。

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天士力集团董事长闫希军:

支持民族医药“走出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族医药

工业快速发展，已经成为世界药物

制造大国。药品供应基本得到保

障，满足了百姓基本用药需求。但

目前我国还仅仅是一个制药大国，

民族医药工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

离制药强国尚有较大差距。目前我

国药品出口主要依赖于原料药出

口，制剂出口还以仿制药为主，在

国际市场上影响力不够，品牌实力

不强，规模不大，盈利空间极小。

我国自主医药品牌开拓国际市场面

临诸多挑战。为更好地鼓励民族医

药品牌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希望

政府能够加大政策支持，对明确实

行国际化战略的医药企业进行政策

扶植；提供法律保护，优化审批流

程，缩短创新药物审批周期，延长

创新药物在专利保护期内的上市时

间；建立价值保护体系，维护国际

化自主医药品牌的市场地位，国内

药品招标和定价实行优质优价政

策，增加企业国际化的内在驱动

力。

崔永元高调
回答奶粉问题没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