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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学经济

柠檬市场

“京东云配”、“京东京车会”重磅发布京东双轮驱
动发力汽车后市场、三头六臂完成超3000万元A轮融
资、甲乙丙丁获满帮集团3亿元A轮战略投资……近
期的这些新闻都在向我们透露着一个信息——
—汽车
后市场被看好，众多企业在积极布局这一领域。然而
高额的市场增速之下，汽车后市场却暗藏杀机。互联
网开始介入汽车后市场之后，传统4S店与互联网O2O
争斗不止，汽车配件企业的电商化也进一步撕开了柠
檬市场严重的线下场景。
【柠檬市场】
柠檬市场也称次品市场， 也称阿克洛夫模型。是
指信息不对称的市场，即在市场中，产品的卖方对产
品的质量拥有比买方更多的信息。 在极端情况下，市
场会止步萎缩和不存在，这就是信息经济学中的逆向
选择。“柠檬”在美国俚语中表示“次品”或“不中用的
东西”。柠檬市场效应则是指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
往往好的商品遭受淘汰， 而劣等品会逐渐占领市场，
从而取代好的商品，导致市场中都是劣等品。

·观世界·

美国

摩根士丹利下一任CEO浮出水面
据彭博称，摩根士丹利的TedPick被升为所有投
资银行家和交易员所在部门的负责人，作为首席执行
官JamesGorman潜在接班人，他的地位得到巩固。
在现年49岁的Pick带领下，摩根士丹利股票交易
业务过去四年在华尔街投行同类业务中排第一，2015
年以来他还领导该行固定收益业务实现复苏。周二的
一份内部备忘录显示，他的新角色增加了监督交易撮
合业务的职责。现年57岁、同样被认为是CEO候选人
之一的FranckPetitgas则被任命为国际业务负责人。
现年59岁的Gorman一直在培养高层管理人员，
从中发掘接班人，不过他也暗示自己还打算再干几
年。Pick在股票交易业务方面的成功使他成为领先的
候选人。在2015年负责固定收益部门后，Pick在该部
门裁员约25%，并组建了新的管理团队。他的努力从
去年开始显现成效，在华尔街投行中，摩根士丹利固
定收益业务的收入降幅最小。
“提高高层管理人员的经验和技能是维持摩根士
丹利未来成功的关键”，Gorman和该行总裁Colm
Kelleher在备忘录中称。摩根士丹利此前任命银行家
DanSimkowitz和JonPruzan分别担任资产管理业
务的负责人和首席财务官。
日本

人事院修改规则限制公务员加班
日本人事院为了遏制国家公务员加班，将修改人
事院规则，拟设置原则上每年不得超过360小时，业务
量难以减少的部门每年不得超过720小时的加班上
限。此举可能有助于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和推进国会
改革。新规则将从日本劳动方式改革相关法案实施的
2019年4月开始适用。人事院预定最早8月向首相安
倍晋三报告新规则。安倍把劳动方式改革视为政权的
重要课题，计划由政府和民营企业携手推进改革。
关于国家公务员的加班时间，日本2009年出台不
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指导方针。规定正常每年不得超过
360小时，需要应对国会答辩等“特殊情况”的部门每
年不得超过720小时。
对于加班时间容易受到繁忙期和业务量左右的
政府部门公务员，允许在“每月不超过100小时，每年
不超过720小时”范围内加班。应对大规模灾害等不得
不加班的情况被排除在限制对象之外。
在日本政府内，经常加班、工作环境恶劣的部门
被敬而远之，难以吸引到有能力的人才。人事院2017
年度的年度报告（公务员白皮书）显示，2017年度国家
公务员综合职务考试的报名人数从2012年度的2.51
万人减少至2.34万人，倍率也有所下降。
意大利

新生人口连续第三年不足50万
法国《欧洲时报》7月10日报道称，根据意大利中
央统计局近日公布的关于人口统计的年度数据，该国
2017年的新生人口连续第三年不足50万人。如此之
低的出生率自1861年意大利统一以来从未出现过。
如果这一趋势长期持续，意大利将变成一片“荒漠”。
根据意大利中央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截至2017年
12月31日，意大利共有居民60483973人，其中包括
500多万外国公民。外籍人士占到居民总数的8.5%
（这一数字在意中北部地区为10.7%，在南部地区则为
4.2%）。
报道引述意大利今日网消息称，如果这一趋势长
期持续，“意大利将变成一片‘荒漠’”。总体而言，2017
年意大利的人口比前一年减少了105472人。而总人
口下降是由意大利籍人口的下降决定的（一年时间里
减少了202884），而外籍人口则增加了97412人。
据报道，2017年，意大利总人口自然出生和死亡
率出现了20万的负差额，即死亡人口比出生人口多了
20万。其中，外籍人口的出生和死亡率成正差额，出生
人口减去死亡人口为6.1万；意大利当地人口则呈现
出非常明显的逆差：出生人口减去死亡人口为负
据新华社
251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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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门时，是互不相识、毫无关
联的陌生人；当审核过后，走出FDA
的大门，审查成员和药企却成了利益
攸关的双方。近日，世界顶级学术期
刊《Science》连发两文“控诉”的美国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简称“FDA”）
“旋转门”引发热议。作为全球最公
正、最权威的新药审批机构，FDA制
度的严格人尽皆知。虽然审批法案不
断更新，但如何更好地保护公众健康
和推动医疗创新仍旧是FDA面临的
永恒议题。
“迟到的利益”

《Science》在调查报告中讲述了
一名曾经在伊拉克服役的美国陆军士
兵，因为“药物混合中毒”于2011年去
世，这些药物中就包括 AstraZeneca
公司最畅销的抗精神病药物Seroquel。在Seroquel被批准上市前，由于
曾有过类似心脏死亡的记录，两名
FDA审查委员会顾问曾纠结是否给出
同意牌，但因为AstraZeneca极力声称
这只是最坏情况下的最小概率，最终
Seroquel获得批准上市。
上市后临床应用证据显示，心脏
猝死问题是真实存在的。2011年，FDA
要求增补Seroquel严重不良反应标签
中应当添加警示“心脏猝死”严重不良
反应。
FDA与AstraZeneca公司的故事
并没有就此结束。根据《Science》披
露，在随后的几年中，不少FDA的审查
顾问收到了来自AstraZeneca及其竞
争对手的财政支持，最大的一笔流向
了曾经参与审查的心脏病专家
ChristopherGranger，其中6300美元
来自AstraZeneca，130万美元来自竞
争对手。
这种隐藏在FDA审查之后“迟到
的利益”绝非仅此一例。《Science》对
2013-2016年间美国联邦“公开支付”
网站的记录进行分析后发现，107位在
此期间参与FDA新药审查的专家中，
有40人后来从新药制造公司或其竞争
对手那里获取了超过1万美元的资金，
其中有26人事后获得的资金数额超过
10万美元，更有7人获利逾百万美元。
高标准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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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由8名审核人员（7名医学专家和1 披露其与制药公司的财务关系，且必
名患者代表）组成的审核团队，正在审 须证明所提供信息的真实和完整性。
中国国际经济研究中心经济研究
核一种心血管方面的新药。这一组审
核人员所做的事，是FDA几十个审核 部副研究员刘向东在接受北京商报记
者采访时称：“FDA这个制度是完善
团队的日常。
一直以来，作为最权威的国际医 的，但在执行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定
疗审核机构之一，FDA执掌着全美甚 的偏差，并不意味着这一套制度就是
至全球的健康命脉。通过FDA认证的 有问题的。”
《Science》称，“事后付费”模式很
食品、药品、化妆品和医疗器械等产
品，被公认为是对人体有效且能确保 少被发现，这就让医药公司有机可乘。
安全的产品，是品质与效果的最高标 《华盛顿邮报》曾报道，2012年，制药商
们花在美国消费者身上的费用仅30亿
准证明。
FDA评审人员在药品审批中发挥 美元，而据估计直接面向医疗专业人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负责整理递 士的营销费用高达240亿美元，是前者
交资料和数据，向评审专家委员会提 的8倍。
就FDA本身而言，一方面设有严
供证据或按照FDA的规程做出是否批
格事前审查机制，但对于事后评审委
准上市的决定。
FDA的高声誉来自于美国严格的 员的去向却很少把控，他们在评审后
新药审批制度。当一个化合物通过了 可以自由选择工作，如“跳槽”去医药
临床前试验后，需要向FDA提交新药 企业工作。2016年BMJ一份研究显示，
临床研究申请，以便可以将该化合物 九年间在FDA从事血液肿瘤学药物审
查的55名雇员中，共有26名选择转行，
应用于人体试验。
如果在提交申请后30天内FDA 而其中15名就职于生物制药行业，或
没有驳回申请，那么该新药临床研 为其提供咨询服务。
现任局长Scott Gottlieb自己也
究申请即被视为有效，可以进行人
体试验。所有临床方案必须经过机 “深陷药企的关系网之中”，上任前曾
构 审 评 委 员 会 （Institutional Re- 长期担任医药公司和生物医药企业的
vuewBoard，IRB） 的审查和通过。 顾问和董事会成员，还曾是生物医药
每年必须向FDA和IRB汇报一次临 风投公司NewEnterpriseAssociates的合伙人。有分析认为，Scott
床试验的进程和结果。
每一项新药在上市之前，经过多 Gottlieb可能成为FDA史上与业界联
次动物及人体临床试验安全后，才能 系最紧密的局长。
FDA的这道“旋转门”意味着权力
正式向FDA提交新药申请。期间FDA
的审查委员会审核全部的实验数据， 和利益的博弈，正如BMJ论文合作者、
以及药品的代解机制数据，并且会进 俄勒冈健康和科学大学血液肿瘤学家
行实地考察，从公司资质到产品生产 VinayPrasad所说的：“当你离职后的
流程每一个环节都要经过严格提问。 头号雇主坐在你对面时，你就不会成
一旦FDA批准新药申请后，该药 为一个严格的管理者。”
物即可正式上市销售，供医生和病人
提速的审批
选择。但是还必须定期向FDA呈交有
上世纪80年代艾滋病肆虐，FDA
关资料，包括该药物的副作用情况和
质量管理记录。对于有些药物FDA还 严格的审批制度被迫“提速”。在此之
会要求做第四期临床试验，以观测其 前，一个公司通常需要花费5亿美元资
金，用12-15年的时间才能让一个新药
长期副作用情况。
从试验室走入市场。
评审员的去向
此后，FDA的新药审批时间一缩
为了避免身陷与医药企业的纠 再缩，从1987年的33个月迅速降到
缠，FDA也有一套严格的审查程序，以 1992年的19个月，而到了1996年部分
避免财务关联。在聘请新药评审顾问 药物的审批时间只需10周。目前，FDA
时，会审核他们是否与医药公司存在 有四种新药审批通道，包括加速审批
财务关联度，要求顾问小组成员提前 （1992）、优先审批（1992）、快速通道

（1997）、突破性疗法通道（2013）。
刘向东向北京商报记者介绍，由
于美国专利制度的保护，医药市场上
的药价较高，而很多仿制药难以上
市。特朗普上台后，继续推行放松监
管的政策，要求FDA加快新药审批速
度。FDA与特朗普政府达成一致立
场，试图通过医药市场内部的竞争来
压低价格。
FDA现任局长Scott Gottlieb曾
提出，FDA对药物疗效和安全性过于
追求统计学意义的确定性，给新药上
市带来阻碍；相比新药，已经通过审批
的老药竞争不够，使得仿制药开发成
本从过去的100万美元升高到现在的
2000万美元。
此后，治疗癌症、心脏病、基因疾
病的药物纷纷加入到“快速审批”的大
军中，FDA也随之收到众多亟待审批
的药物，这对FDA的人力、物力以及财
力提出巨大挑战。审批时间的缩短在
一定程度上让一些救命药加速上市，
解决了部分病患的燃眉之急，但也因
为审批不严谨而造成了对公众健康的
损害。
2009年上市的武田Uloric，是近
40年来FDA批准的第一个用于治疗高
尿酸症的痛风药物，但今年却被美国
消费者团体PublicCitizen请求下架
并撤出全美市场，称“有充分证据表明
Uloric造成的严重心血管损害超过了
其他所有的临床收益。”
据统计，1993-1996年，FDA批准
上市的药物有1.6%最后因为安全问题
被下架；而到了1997-2000年，FDA批
准的药物有5.3%被召回；再到2012年，
全年就有价值5亿美元的问题医疗设
备退市。
随着新药审批的加速，越来越多
的新药排队候审，这对FDA的人力、物
力、财力等各方面都是巨大的挑战。为
了缓解财政压力，从1992年开始，FDA
推出了《处方药使用者付费法案》，此
后不断完善巩固，并继续推出《仿制药
使用者付费法案》、《医疗器械使用者
付费法案》等，使用者付费程序的主要
目的是帮助FDA完成其保护公众健康
和推动医疗创新的使命，这些费用能
够补充FDA的资金缺口。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实习记者 汤艺甜/文 李烝/制图

“女婿”财长：土耳其的隐形接班人

比起“土耳其新任财长”，“埃尔多
安女婿”的称号似乎更加具有争议性。
本周一刚刚连任总统宣誓就职的埃尔
多安就已经接连发力，精简内阁、颁布
新行政法令，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也
就是埃尔多安将财长的职位安排给了
自己的女婿——
—拉特·阿尔巴伊拉克
一事。
据了解，现年40岁的阿尔巴伊拉
克是埃尔多安大女儿埃斯拉的丈夫，
两人于2004年结婚。他拥有纽约佩斯
大学的金融管理MBA学位，可以说在
金融领域拥有一定的实力。而婚后十
年，担任私人控股公司CalikHolding
首席执行官的阿尔巴伊拉克在2015年
11月的新内阁中，顺利拿下了能源部
长的职务，进而进入议会。
阿尔巴伊拉克坐上财长的位置瞬
间引爆了土耳其里拉。在新任命公布

后，里拉兑美元的汇率暴跌3.8%。而自
今年以来，土耳其里拉兑美元汇率累
计贬值超过20%，也一度导致进口商品
大幅涨价。
市场的担心在于阿尔巴伊拉克担
任财长之后，他与埃尔多安之间的关
系还是否能让阿尔巴伊拉克在未来的
决策中保持独立。
埃尔多安一直是个坚定的低利率
支持者，他曾向土耳其央行施压，要求
在大选前削减借贷成本，以刺激信贷
增长和基建。而在上个月，阿尔巴伊拉
克还在选举活动中警告，里拉的暴跌
是源自境外力量的“操作”。但投资者
认为，这是对土耳其经济过热和利率
过低感到担忧的产物。
毫无疑问的是，阿尔巴伊拉克已
经与埃尔多安站在了同一边。虽然
裙带关系令阿尔巴伊拉克赢得政治

资源的说法此起彼伏，但与土耳其
政府关系密切的观察人士则表示，
阿尔巴伊拉克是政府中最能干的人
物之一，他能使用流利的英文让外
国同行印象深刻。
阿尔巴伊拉克飙升的存在感一度
让反对党和人民党领袖奎里达欧卢将
他称之为“影子总理”，更有报道称，阿
尔巴伊拉克一直都被视为埃尔多安的
接班人。过去的几年，阿尔巴伊拉克经
常陪同埃尔多安出访，与其他国家领
导人举行政策会议，其中包括俄罗斯
总统普京。
就连在2016年轰动一时的土耳其
政变中，阿尔巴伊拉克也扮演了重要
的角色。当时阿尔巴伊拉克正与埃尔
多安一同在海滨城市马尔马里斯度
假，而在未遂政变后与外国记者举行
的首次见面会上，阿尔巴伊拉克也第

一个站出来披露政变的幕后故事。
但阿尔巴伊拉克绝对不是一个
只会刷存在感的“花瓶”。据了解，在
步入政坛之前，阿尔巴伊拉克执掌的
CalikHolding就是一个业务涉及纺
织业、能源业以及媒体领域的综合型
集团。2011年营业额已经达到了23亿
里拉。
除此之外，阿尔巴伊拉克还是土
耳其《每日晨报》和A-Haber电视频道
的所有者，而在担任能源部长之前，他
还常常为《每日晨报》撰写专栏文章。
而今，阿尔巴伊拉克从媒体跨越
到能源，又从能源跨界到财政，阿尔巴
伊拉克能否将崩溃的里拉拖出泥沼及
能否拿出合理的财政政策拯救土耳其
已经成了考验他的重要议题。能否摘
掉“女婿”的帽子或许就在此一举了。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杨月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