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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检疫部门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优化流程 大批量 CAP 样本首次来到中国

“上海自贸区供应链第一股”
畅联股份上市
本报讯 （记者 杨珍莹）昨日 9 点 30
分，上海畅联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正式
登陆 A 股，成为“上海自贸区供应链第一
股”
。
畅联股份 7 月 25 日成功过会后，
于8月
18 日获得证监会首发上市申请核准，9 月 1
日开始网上网下申购，
正式开启资本市场之
路。
根据资料，畅联股份此次发行总数为
9216.67 万股，
网上发行为 3686.6 万股，
发行
市盈率 22.96 倍，本次募集资金拟用于西南
物流中心及高端现代物流综合体项目、
华东
物流基地仓库建造项目、
精益医疗器械及医

疗试剂冷链供应链项目、
智慧空运物流网络
项目和智慧物流协同服务平台项目。
据了解，畅联股份成立于 2001 年，经
过 16 年的发展，改制成为国有控股混合所
有制企业，实现资本市场和产业的有效对
接。公司已在全国设立了 26 家子公司及
分公司，在高科技电子、医疗器械和试剂、
机械装备及部件、高端消费品、汽车等高端
制造领域，开展精益供应链管理服务。预
计 2020 年后，公司将发展成为具有国际竞
争力与知名度的精益供应链管理综合服务
商，为不同行业的重点客户提供专业化的
定制服务。

兄弟自贸区动态
工作人员正对到达上海口岸的临床人血样本进行检验。
本报讯 （记者 陈烁）12 日，
由碧迪医
疗器械（上海）有限公司（简称碧迪中国）
申报的一批 400 多个临床人血样本到达
上海口岸。作为美国病理家学会（CAP）
的中国地区总代理，这是该公司自今年 7
月通过国家质检总局卫生司开展的风险
评估后，
首次大批量进口商业样本。这得
益于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的政策突破，
在此之前，因每批样本都要进行风险评
估，
这样大批量的进口是不可能的事。
CAP 是 1946 年由病理学家发起并成
立的全球顶尖的非营利性学术组织，也
是美国最大的医学学术机构之一。通过
CAP 认可的实验室，其检测质量与水准
被业内公认为达到国际顶尖水平，检测
结果将获得国际各相关机构的认同。因
此，CAP 认可还关系到中国新药研发企
业能否顺利“走出去”——中国企业想融
入生物医药产业服务链、承担新药研发
外包合同，CAP 认可是帮助进入市场的
“金钥匙”和
“通行证”
。
CAP 全球副总裁 Elizabeth Usher 介
绍，目前，全球有 2.3 万家实验室正在参
加 CAP 能力验证（PT）项目，其中中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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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检检检疫局 供图

143 家，覆盖临床检验、服务外包等多个
领域。由于 CAP 能力验证的样本属于监
管的高风险物品，如人体血清、人体尿
液、人体组织等，含有潜在的传染病风
险，之前每份人体样本入境前，都需要国
内实验室申请进行产品前置风险评估，
每年需提交上千份的评估申请。而国内
实验室遍布天南地北，加上对进出口环
节手续不熟悉，资料准备经常忙中出错，
实验室来回沟通返工、监管部门手把手
的指导成为家常便饭。
而对于实验室来说，迅速拿到大量
样本，是能够通过验证的前提。
“CAP 验
证的样品和传统贸易货物不同，首先生
物样本要求物流时间短，一旦被卡在口
岸通关环节上，样本的生物活性没了，就
废了；其次，在接受能力验证过程中，国
内实验室需要一次性大量地入境检测样
本，并在之后较长时间内周期性入境同
类样本，如果迟迟收不到样本，CAP 验证
流程也会无限期延长。”碧迪中国标本分
析前处理系统医学事务总监沈斌说。
针对此，上海检检检疫局推进行政
审批制度改革，将由各家实验室自行申

请入境进口的 CAP 能力验证样本，改为
由碧迪中国集中向国家质检总局提请前
置风险评估，结束了以往每个实验室单
独申请的繁琐手续，大大节约了实验室
的人力资源成本。
为了保证安全，
碧迪中国配合上海检
验检疫局全程记录每一批生物样品的进
口情况，通过对接产品流向数据库系统，
做到流向实时可查询可追踪。在产品到
达指定实验室的第一时间，
将信息反馈检
验检疫部门，
以保证运输途中的风险控制
以及产品流向的准确性。上海检验检疫
局采用先进的检测技术，
对入境产品随机
抽取进行采样检测，
以验证入境样本携带
传染病的可能性，
同时和各实验室属地检
验检疫局实时发送后续监管指令，
保障异
地后续监管的顺利进行。
今年 7 月，碧迪中国正式通过了国家
质检总局卫生司开展的风险评估，自此，
中国大陆地区的 143 个实验室在漫长等
待后，终于可以毫无障碍地接收 CAP 样
本了。12 日，即是首批 400 多个样本顺利
到达，预计在本月内，国内各相关实验室
就将陆续收到样本。

治疗不孕不育方面获突破

上海自贸区日资医院首个婴儿诞生
本报讯 （记者 杨珍莹）日前，位于
上海自贸区外高桥区域的中国首家外商
独资医院——上海永远幸妇科医院在治
疗不孕不育方面获得突破，借助辅助生
殖技术成功迎来首名婴儿，此举宣告这
家 2016 年 8 月开始试运营的日资医院迎
来首个成功案例。
作为日本独资的医疗机构，永远幸
医院 2015 年正式落户上海自贸区，去年
起对外试运营。据上海永远幸妇科医院
有限公司董事长范煜介绍，医院主要有

四大主营业务，包括妇科、不孕不育、中
医治疗和女性健康管理。目前，该院 95%
的客户来自中国国内。
业界认为，永远幸医院已成为上海
自贸区医疗领域扩大开放的成功示范。
据悉，永远幸医院正在积极申请国内单
病种医保，未来将争取落地更多方便国
内消费者的举措。
国内对外资医疗机构的开放是一个
不断探索、逐渐发展的过程。上海自贸
区成立后对外资医疗机构试行了一系

列开放政策：2013 年 9 月，
《国务院关于
印发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
方案的通知》及负面清单中提出，社会
服务领域中的医疗服务部分允许设立
外 商 独 资 医 疗 机 构 ；2014 年 7 月 ，随 着
2014 版负面清单的出炉，国务院批准自
贸区进一步扩大开放 31 条措施，措施中
提出取消外商投资医疗机构的最低投
资总额和经营年限的限制；2015 年版新
负面清单中规定，自贸区医疗机构限于
合资、合作。

今后，入驻区域内符合整体规划和
功能定位、
属于主导产业的投资项目，
可
不再单独进行环境影响等评价评估；新
建通用机场及生产 6 吨/9 座以下通用飞
机，可自行核准……4 日，湖北省发改委
正式印发《关于进一步支持中国（湖北）
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若干意见》，在贯
彻落实国务院、湖北省自贸办相关文件
基础上，新提出 15 条意见，从制度创新、
融资补贴、
项目建设和权限下放等方面，
进一步支持湖北自贸区创新发展。
《意
见》明确支持自贸区加快推进市场准入
负面清单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特别提出
自贸区各片区因地制宜开展差别化探索
创新。推动自贸区在项目准入阶段探索
建立
“多评合一、
统一评审”
的新模式，
企
业在取得用地和规划许可，按要求作出
相应承诺后，
实行
“先建后验”。
《意见》支
持自贸区优先建立以信用为核心的事中
事后监管机制，对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

单之外的外商投资项目（国务院规定对
国内投资项目保留核准的除外），实行属
地备案。对创业投资、产业投资机构等
引资入区，明确支持政策。对入驻创业
投资和产业投资基金开辟绿色通道，对
落户的创业投资管理机构，按创业企业
给予租房、
水电、
网络、
购房等补贴。
具体项目上，
《意见》支持自贸区武
汉片区加大
“东湖陆港”
口岸软硬件设施
建设力度，打造“国际虚拟物流港”。支
持武汉市加快中欧班列节点城市建设，
并加强与湖北自贸区襄阳、宜昌片区的
合作，提升物流辐射和服务能力。将新
建通用机场、扩建军民合用机场项目，6
吨/9 座以下通用飞机和 3 吨以下直升机
制造项目，以及占地面积 200 亩以上、
600 亩以下或投资总额 2 亿元及以上、15
亿元以下的中小型主题公园项目等项目
的核准权限下放至自贸区办理。
《湖北日报》

河南向自贸区下放 455 项权限
河 南 省 政 府 近 日 决 定 向 中 国（河
南）自由贸易试验区下放 455 项省级经
济社会管理权限，充分释放自贸区在自
主决策、制度创新、探索实践等方面的
空间和活力。据介绍，此次下放的 455
项省级权限，包括行政许可、行政处罚、
行政检查、行政确认和其他职权等五种
职权类别，涉及 31 个省政府工作部门。
此次对自贸区下放的 455 项省级管
理权限主要采取三种方式：一是集中赋
权。包括 108 项行政许可事项和 204 项
行政处罚事项，按照国务院关于积极推
进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相对集中行政
处罚权的改革精神和要求，省政府把这
108 项行政许可事项、204 项行政处罚事
项直接赋予自贸试验区三个片区管委会
集中实施。二是直接下放。包括行政检

查、行政确认、其他职权三类职权，共 57
项。其中 43 项下放给各片区管委会实
施，另外 14 项权限涉及税务部门，下放
给自贸试验区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
三是委托实施。包括行政检查、行政确
认、其他职权三类职权，共 86 项，由涉及
的 21 个省政府部门委托自贸试验区各
片区管委会实施。
河南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相关
负责人介绍，这次向自贸试验区下放的
455 项省级权限，是第一批下放权限，下
一步还要再拓展，
持续放权。此外，
按照
中央的部署要求，还要在自贸试验区积
极推进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和证照
分离改革试点，努力将自贸试验区打造
成全面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内陆开放型
经济的示范区。
《中华工商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