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刘琛 时评人

对网络售药特别是处方药的

售卖，不宜一刀切禁止，而要以互

联网思维不断求索。首先，要确保

网上销售的处方药都是基于真实

的处方。其次，要打破信息壁垒，促

进信息流通。最后，网售处方药也

要设立禁售药品类别。不妨有步骤

地开放处方药的网络销售，将选择

权下放给地方，比如条件好、经济

发达的地区可以先放开网售慢病

处方药。
要要要提要

身体不适，不想出门，手机上下单，一些

常见药即可送货上门。近日，《药品管理法(修

订草案)》（以下简称《修订草案》）提交审议，

再度关注药品的网络销售。其中，《修订草案》

增加新规：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药品经营企

业通过网络销售药品，应当遵守本法药品经

营的有关规定；疫苗、血液制品、麻醉药品等

不得在网上销售。

网络售药便利多多，站在患者角度，尤其

是重病或慢性疾病患者，他们不用频繁地去

医院排队拿药了。除了便民利民，网络售药也

将改变传统的药品销售模式，减少药品制造

商和患者之间的流通环节，从而降低药品价

格。根据商务部发布的《2017 年药品流通行

业运行统计分析报告》显示，2017 年全国七

大类药品零售市场总额达到 4003 亿元，而互

联网医药销售额就达到了 1211 亿元。

应该说，网络售药确实找准了部分患者

求医问药的痛点，但也出现了不少问题。比

如，此前有媒体报道，在一些电商和药商平

台，消费者直接用宠物狗的照片当处方都能

成功购买到处方药，可见平台处方审核并不

到位。这样的市场乱象有必要引起高度重视。

对网络售药特别是处方药的售卖，不宜

一刀切禁止，而要以互联网思维不断求索。首

先，要确保网上销售的处方药都是基于真实

的处方。对此，有关部门不妨建立网售处方药

的电子处方标准，以严格的标准倒逼市场和

行业改变。此外，还可构建全国统一的医生数

据库，让网售平台接入鉴别，从而保障电子处

方的真实性。

其次，要打破信息壁垒，促进信息流通。

要实现网售平台与实体医疗系统之间的无缝

对接，在严格保护个人医疗隐私数据的前提

下，逐步推进医疗信息共享、患者处方共享。

这样既能规范网售处方药的秩序，又能为患

者提供实实在在的便利。

最后，网售处方药也要设立禁售药品类

别。对药品分门别类处理，比如部分需要特殊

管理的药品禁止通过网络进行销售，而可以

先开放其他处方药品。不妨有步骤地开放处

方药的网络销售，将选择权下放给地方，比如

条件好、经济发达的地区可以先放开网售慢

病处方药。

正视网售处方药的消费者刚需，以互联

网思维探索解决之计，长远而言，这才是不断

提升医疗水平，满足人民群众健康需求的大

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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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海建 媒体人

如同春生夏长一样，独家交易

是商业竞争的天然选择，或者说，

这是市场活力的内生机制之一。

平台经济作为互联网时代的一种

商业模式，出现了许多创新的竞

争方式，审慎监管的前提，就是厘

清这些竞争方式的属性与影响，

行政的归行政、市场的归市场。

要要要提要

8 月 18 日下午，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

研究中心举办“互联网平台竞争法律问题研讨

会”，专家学者们就近日发布的《关于促进平台

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和平台交易规

则进行了讨论。大部分与会专家均认为：独家

交易是商业竞争、尤其是互联网时代平台竞争

中的常见现象。渊8月 20日中国新闻网冤
“独家专卖”“仅此一家”……平台经济

中满地鸡毛的口水仗多由此引发。每年的双

11 或年中大促，几乎都有各种绯闻飞满天：

有商家发文“撒娇”的，有平台暗自吐槽的，

有监管莫衷一是的。总之，这些年来，独家交

易被很多人笼统称为“二选一”，也基本被视

作要求消费者和商家非此即彼的两难选择。

正因如此，限制竞争、窄化选择等诟病不断。

不过，线上骂声一片的时候，线下早就

和谐得各自安生。大道理其实无须多讲，就

像网友说的，“‘金拱门’里只能喝到可口可

乐、‘开封菜’里只有百事可乐，这么多年了，

似乎没听到有人为此投诉什么的”。至于京

东不能用支付宝、天猫不能用微信支付，好

像也不是沸反盈天的事。那么问题就来了：

为什么头部平台上的一些品牌，就不能像实

体店“区域独家”一样名正言顺选择“独家合

作”呢？

这里恐怕有个深刻的误会：就是很多人

想当然地把具体的企业平台当作了抽象的

公共市场。这是个性质上的大误会。

简言之，BAT 也好，其他平台也罢，本质

就是有限的公司。公司当然都有各自的资源

禀赋，而资源禀赋亦是有限和有价的———向

合作伙伴倾斜资源，这是自古而然的事；至

于类似“路人关系”般的市场主体，平台公司

自然不会投桃报李、更不会投怀送抱。更重

要的是，公司当然有选择合作伙伴的自主

权。就比如一个小饭馆，也不可能什么饮料

什么酒水都能进去卖；反言之，我们也不能

因为这个饭馆拒绝了某个饮料或酒水品牌

就说它妨害竞争、侵犯消费权益。

也许从更长远的视角来看，所谓“二

选一”更像是个伪命题。一方面，独家交

易基本成为各家平台的明规则。事实上，

这也是千百年来，市场自带的用户策略选

择。比如经济学者认为，“如果不允许平

台独家交易，或者不允许平台以某种方式

争夺用户，对平台来说就类似于不允许餐

馆做饭，其经营会受到很大阻碍”。另一方

面，这其实更像是“商家与商家之间的竞

争”。从消费权益来说，既没有增益、也没

有损害。道理并不复杂，消费者认的是品

牌、价格和服务，对于平台而言的变量部

分，或许并不是影响交易的关键。

如同春生夏长一样，独家交易是商业

竞争的天然选择，或者说，这是市场活力

的内生机制之一。平台经济作为互联网时

代的一种商业模式，出现了许多创新的竞

争方式，审慎监管的前提，就是厘清这些

竞争方式的属性与影响，行政的归行政、

市场的归市场。职能监管要做的，当然不

是摊手耸家，而是对于疑似垄断、权钱交

易、刷单炒信等保持足够的警惕，至于平

台如何倾斜资源争夺商家和消费者，“包

容审慎”四字当奉为圭臬。

让市场更有序而自由，让交易更干净而透

明———只要平台之间竞争的法度是公平正义

的，“独家交易”大概就算不得市场的坏孩子。

“独家交易”算是市场的坏孩子吗？ 铁路企业之
“成昆精神”
永驻新时代

■ 李劲松 国企高管

成昆铁路人在发展中传承、在

传承中发扬，提炼出今天“坚守实

干、创新争先”的新成昆精神。“成

昆精神”同样也激励着全国铁路

职工，得到了最广大铁路职工的积

极响应与参与，促成了新时代“安

全优质、兴路强国”的中国铁路精

神。
要要要提要

近期，笔者一直在关注成昆铁路受灾抢

险事件，心中的悲痛始终无法释怀。受持续降

雨影响，8 月 14 日在成昆铁路埃岱 2 号隧道

出口处，数十名抢修人员正在已受灾的铁路

上进行清淤排障。中午 12 时 44 分，190 多米

高的边坡上岩体毫无征兆地发生崩塌。4.8 万

方土石刹那间倾倒而下，包括中国铁路成都

局集团公司西昌工电段职工杨铭、何耀在内，

有 17 名抢险人员来不及躲避而失联，无情的

自然灾害吞噬了铁路职工与抢险人员的生

命。

江山作证，浩气长存。我们难以形容痛失

17 名铁路职工给家庭与工友们造成的悲痛，

但可以肯定但凡知此噩耗的公众，心情总是

一样的沉重。陈坤死里逃生后口述，工友杨铭

在危险降临之际，义务反顾地逆行返回提醒

其他工友而遇难。从中不难想象，没有“成昆

精神”的长期浸染与洗礼，何来如此宝贵的精

神勇气与果断的抉择力量？

“成昆精神”源自成昆铁路。成昆铁路是

四川大凉山彝族人民的生命之路、扶贫之路、

梦想之路，紧密连接大山里老百姓的生活与

梦想。当年全线竣工运营之前，曾多次停工复

工，时负使命的 30 万铁道兵和当地勤劳勇敢

的人民群众，硬是靠着炸药和双手，殊死拼

搏、日夜苦战，最终战胜困难险阻，确保铁路

通车，同时也孕育出了那个艰苦时代铁路行

业“战天斗地、不怕牺牲、前赴后继、百折不

挠”的“成昆精神”。“成昆精神”虽形成于 61

年前一穷二白的艰苦年代，但其一旦形成，就

会对千载百世产生深刻的影响。

自此，成昆铁路人在发展中传承、在传承

中发扬，提炼出今天“坚守实干、创新争先”的

新成昆精神。“成昆精神”同样也激励着全国

铁路职工，得到了最广大铁路职工的积极响

应与参与，促成了新时代“安全优质、兴路强

国”的中国铁路精神。

前赴后继，继往开来。在新成昆精神与中

国铁路精神的共同指引下，成昆人秉承先辈

遗志，坚守品格，勇于奉献，敢于牺牲，再次用

热血与生命谱写壮歌。17 个抢险职工的生命

陨落，无疑佐证了“人民铁路为人民”的深刻

内涵，更是“成昆精神”的再现与传承。17 个

铁路职工生命的付出，成为全国铁路企业与

17 个家庭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所有亲人与

社会大众在悲痛之余所感受到的最大安慰。

“成昆精神”对社会的影响，无论过去、现

在还是未来，都将绝对产生社会主流的、主导

的价值。故而，需要在新时代无限地传播“成

昆精神”，让社会铭记、让时代铭记、让历史铭

记铁路建设与守护的功臣，让宝贵的精神财

富代代相传。祈愿 17 个逝去的生命，化作夜

空中 17 颗闪烁的星星，让“成昆精神”在新时

代的时空里永远绽放光芒。

■ 殷国安 评论员

8 月 20 日，山东大学第二医院一辆救护

车在出发前往转运新生儿的路上偶遇一处车

祸现场，现场多位伤者等待救治。医护人员果

断决定先救车祸受伤者，然后再把新生儿转

运，做到了两全其美，受到了各方赞扬。

救护车出诊接病患，在出诊的路上遇到

其他伤者需要救治，这种情况其实并不少见。

在经过仔细斟酌沟通之后，医护人员决定先

救路人再接新生儿，最终的结果也是“皆大欢

喜”———车祸受伤的伤者得救了，新生儿也转

运到了医院。医护人员在这个事情中所显现

出的“勇于担当”精神，是值得点赞的。

不过，在点赞之后，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思

考。救护车在进行急救任务时，遇到突发事

故，是不是都应该像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的医

护人员一样，先救车祸的伤者，然后再去完成

既定的急救任务？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里有

许多因素是需要考虑的。如果操作不当，就可

能不是“两全其美”，而可能是“两败俱伤”。

这样的事例并不鲜见。如在 2016 年，四

川省仁寿县人民医院救护车在执行急救任务

时，就遇到了一起交通事故。救护车被伤者家

属拦下后，对伤者进行了救治。在这种情况

下，急救中心只得重新派了一辆救护车，但为

时已晚，最先叫救护车的呼救者因救治不及

时去世。由此甚至引发一场官司。当时，医院

人员就曾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回过头想想，

我们觉得(半路对伤者作紧急处理)没有问题，

但(事实是)另一端等待救援的伤者又去世了

……真的很难抉择，不知道该怎么办？”

对此，有关法规是如何规定的？根据《院

前医疗急救管理办法》规定，急救中心(站)和

急救网络医院应当按照就近、就急、满足专业

需要、兼顾患者意愿的原则，将患者转运至医

疗机构救治。

应该说，这些原则是不错的。但需要指出

的是，《院前医疗急救管理办法》并没有对“救

护车出车后，遇到突发情况该怎么办的问题”

进行规定。在现实的救护车救治过程中，情况

瞬息万变，很多时候，医生根本没有足够多的

沟通和交换意见的时间，只能根据现场的情

况做出尽可能合理的决定。所以，一些地方的

做法是，医生作出改变救护对象的决定后，应

该向 120 指挥中心汇报情况，调派另外的救

护车前往现场，同时尽量和有关患者以及家

属充分沟通，防止顾此失彼。

现在的问题在于，对救护车在救治途中

遇到类似突发情况的处置没有明确的规定，

这也导致医护人员处置时无章可循，一些矛

盾的解决缺乏制度性依据。因此，对于救护车

出车遇到突发情况需要改变救护对象怎么

办，需要出台具有操作性的具体规定，而不是

只有原则性的叙述。

■ 王恩亮 公职人员

今年 6 月，上海的李先生花了 500 多万

元在成都南湖国际社区购买了一套约 400

平方米的法拍房。8 月 13 日，他带着房产证，

前往小区物业索要房子钥匙，却再次遭到拒

绝。“让我们必须缴清今年 6 月之前的 6 年

物业费 9 万多元，可我这是一手房，此前从

来没有入住过，物业费为什么要我们交？何

况，即便要交物业费，物业也没有权力扣押

我家房门钥匙，一码归一码。”李先生说。渊8
月 20日叶成都商报曳冤

从李先生的反映的情况来看，主要是小

区物业不给其法拍来的房钥匙。但在笔者看

来，这不该是矛头，关键问题在于，法院把这

一法拍房的遗留问题甩给了购买者。因此说

来，是法院对遗留问题不重视或不负责任，

才导致李先生虽从法律层面拥有了该房所

有权，却从现实层面拿不到该房钥匙的尴

尬。

为了很好地说明这一点，笔者想从法拍

物说开去。所谓法拍物，无非是指经法院拍

卖的被强制执行的债务人的抵押物和被执

行物。既然这些物品来自债务人，就不排除

其存在遗留问题的可能。诸如，法拍汽车是

否有没处理的多起违章，法拍房是否欠多年

物业费，等等。如果说这些遗留问题，在法拍

前已被法院了解清楚，并在法拍公告中写得

明明白白，那么有人还愿意去竞拍就怪不得

法院，其也应该为这些遗留问题买单。如果

说这些遗留问题，法院压根就没去了解，或

虽了解却在法拍公告中闪烁其词，甚至通过

玩文字游戏“请君入瓮”，那么法院就没尽到

拍卖人的职责，甚至对竞拍者是不负责任

的。就拿李先生的遭遇来看，法院就有点闪

烁其词，毕竟其在法拍公告中只是说，拍卖

房屋可能拖欠物管、水、电、气费用。倘若他

们把欠 6 年物业费的事情直接写清楚，或通

过竞拍杠杆去抹平，就没有了这秋后事。

需要强调的是，笔者之所以不容法院

无视或故意隐瞒这些遗留问题，并最终把

锅甩给购买者，还牵扯一个交易不公问题。

谁人都知，法拍物的遗留问题，是由被强

制执行的债务人一手造成的。要想让这些

法拍物拍出公平，就必须明示其中有无遗

留问题，或通过价格杠杆减去这些遗留问

题。否则，就等于在帮被强制执行的债务

人，把问题法拍物卖好价，而受蒙蔽和吃

亏的却是购买者。问题是，购买者是无辜

的，甚至为“捡漏”才去凑法拍的热闹，

其显然没有义务来填这个坑。

总之，从近年来的法拍交易看，把遗留

问题甩给购买者的不在少数。这就要求法院

在今后的法拍中，不能只当操槌人，更应立

足于保护购买者，把法拍物的遗留问题搞清

道明，甚至协调彻底。唯有这样，法拍才是透

明、公平和负责任的。

法院不该把法拍房遗留问题甩给购买者

■ 吴之如 文 / 画

《澎湃新闻》近日报道，内蒙古纪委监委

通报，原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长周秉利丧失党性原则，背离党的宗旨，利

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

人财物，违规处理公务，给国有企业造成重

大损失。周秉利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因犯

受贿罪和国有公司、企业人员滥用职权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 50 万元。

“原董事长”执掌大型国有企业的大权，

却既不思为国勤恳效力，也不想为民踏实办

事，而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

益，收受他人财物，违规处理公务，给国有企

业造成重大损失”。如此胡作非为，而被双

开、被判刑，完全是咎由自取，理所当然。有

道是：

搬起“石头”砸脚背，公权私用法敢违；

双开更兼关牢狱，腐败结局也可悲。

这一回，“原董事长”身陷囹圄，不再有

公务缠身之困，有足够的时间反省这人生坎

坷，清算自己的违法犯罪歧误。若果能痛悔，

重新做人或许还有新的希望，则惨痛教训，

也将有益于自己和他人。

原董事长：公权私用 搬“石”砸脚

以互联网思维
管好网售处方药

救护车能否让其他病患“搭车”，应有章可循

●遗失 姓名：陈哲，身份证号
（620102199212021810）购买恒大
广场三单元 2707 号房，华置广场
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以及备
案表一份遗失，备案号：2808367
现向爱美高实业（成都）有限公司
申请补领补充协议一份。原件如
有拾获一律作废，特此声明
●天府新区成都片区华阳劲华
川西坝子火锅店，营业执照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101
00MA6CPDYW9M）遗失作废
●武侯区妙欣网面设计工作室，
营业执照正本、副本（注册号：
510107601200064）遗失作废
●青羊区美加多日用品经营部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510105MA6ABEXA7L）营业执
照正本、副本遗失作废。

减资公告
成都橡树屋教育投资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510100574642002H）经股东决
定减少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200 万元减少至 50 万元。请债权
债务人自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
内向公司申报债权债务
●成都伟宸房地产营销策划有
限公司，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1010533198423
55）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
四川裕汇隆方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
7MA6CQ3FB47）经股东会决议
决定注销，请债权债务人自本公
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我公司
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

●成华区雁长盛百货经营部营
业执照正本、副本 （注册号：
510108600586756）遗失作废。
●锦江区锐翔日用品经营部，营
业执照正本、副本 （注册号：
510104600417250）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成都齐自戎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73430861251）经股东会
决议决定注销，请债权债务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我
公司申报债权债务。

注销公告
四川显达建材有限公司（注册
号：510100000166676）经公司股
东会决议决定注销公司。请债权
债务人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我公司申报债权债务.特
此公告

注销公告
成都子川贸易有限公司（注册
号：5101082005737）经股东会决
议决定注销公司，请公司相关债
权债务人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债权
债务事宜，逾期按相关规定处
理。特此公告
●成都鑫力盛贸易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510122MA6C6N418F） 开 给
成都市新都公用建筑工程有
限 公司 的增 值 税 专 用 发 票，
发 票 代 码 ：5100183130，发 票
号 码 ：07514777 ； 发 票 代 码 ：
5100184130，发票号码：00564
758；发票代码：5100184130，发
票号码：00564759，不慎遗失，
声明作废。

●成都市志凌酒店用品销售部
个人独资企业营业执照正本（注
册号：5101082700294）；国税税务
登 记 证 正 本 （川 国 税 蓉 字
510108734838136 号）均不慎遗
失，声明作废。
●四川鸿筑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本副本 （注册号：
510000000218856）；税务登记证
正 本 副 本 （ 税 号 ：
510107579609287）；在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同辉支
行 的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6510039532801）均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
成都千圣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510107MA61RTT34Y）经股东
会决议决定注销，请债权债务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
●四川中诚惠通文化传播有限
公 司 （统 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51010056448897XJ）营业执照
正本遗失作废。
●锦江区悦翼体育用品商行（注
册号 510104600521558）营业执
照正副本遗失作废。
●成都正双商贸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101055902349654），食
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许可证
编号：JY15101050024506），开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
J6510043207503，开户银行：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成
华支行，账号：122568122443）
均遗失作废。

●四川益禾阳光生态农业有限
公司 （统 一 社 会 信用 代 码 ：
91510107MA61W4A24B）营业执
照副本遗失作废

减资公告
成都兆丰年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0M
A61W0HT99）经股东会决定减
少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2000
万元减少至 500 万元。请债权债
务人自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公司申报债权债务。
●减资公告：成都实华家具有限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510107050060757Y）经股东会
决定减少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
币 5000 万元减少至 50 万元。请
债权债务人自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公司申报债权债务。

●成都市豪鹏家居用品有限公
司 ，国地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税号 510114396283499）遗失，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成都原城美创房地
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5101076653273239）
经股东会议决定注销，请债权债
务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
内向我公司申报债权债务。
●成都中民智慧社区服务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10104MA6CQB
YT4A）遗失作废。
●成华区金刚桩商务信息咨询
服务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510108MA65G62W0K）营业执
照正副本遗失作废。
●成都煌凯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805
00521080）经股东会议决定注销
公司，请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见
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我公司申报
债权债务。
●通知：永海公司 10355 （川
ATW545）车向琴同志，你不假
离职，拖欠公司营收款，限你 2
日内到公司完清欠款，办理相关
手续，否则公司将按合同相关条
款处理。
●金牛区百寿路九里三分餐馆
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2510106MA6CDP7A4J，经营
者：赵冶，遗失作废
●成都明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101
07000116693）、税 务 登 记 证
正副本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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