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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纵深

据新华社上海 4 月 19 日电(记者周琳、
王琳琳、程思琪)男主角和父亲吃饭，父亲把
餐桌上的药酒一饮而尽；女主角生病了，立刻
有人送来胃药；宫斗戏里需要滋补，太后常用
阿胶……记者调查发现，本需要审查的药品
广告，如今却是热播影视剧中的“熟脸”。

男女主角为何常“吃药”？

我国药品广告审查发布标准中明确规
定，非处方药广告应当显著标明“请按药品说
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记者调查
发现，一些药企却“另辟蹊径”，走影视剧植入
的道路，绕过这一规定，打“擦边球”。

2016 年起，某品牌药酒多次出现在热播
影视剧里。剧中人物吃饭时，餐桌上常常摆着
几瓶，无论男女老少，端着酒杯一饮而尽。但
事实上，这一药酒是国药准字甲类非处方药。

电视剧《云巅之上》中，某品牌胃药是男
女主角感情的催化剂，“你的胃暖暖的，我的

心也暖暖的”；《甄嬛传》《那年花开月正圆》
中，某品牌滋补药品是宫廷御用。但二者通过
的非处方药广告审查批文中都明确提示“请
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或“禁忌、不良反应和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

据不完全统计，2017年有数十部剧目有药
品广告植入，涉及多个药品品牌。在这些影视
剧中，投放植入广告的药品相关禁忌均未显著
标明，可能对有相应禁忌症的患者产生误导。

记者调查还发现，为了拿到药企“金主”
更多广告投放，有的制片机构甚至会为药企
“度身定制”新剧情、新台词。一位经验丰富的
制片人透露，市场看好的大剧，600 万元的药

品广告投放价格，回报一般为 3-4 个剧情、4
-8分钟总出镜时长。如果遇到多个药品竞争
一部热剧，价格会更高。

药品植入缘何处于“灰色地带”？

2015 年修订的广告法对电视台直接播
放的药品广告进行了全面限制，却未对影视
剧药品广告植入作明确规定，使之成了“漏网
之鱼”。对于管辖范围，上海市工商局广告处
处长应钧认为，影视剧中的品牌(产品)植入，
本质上具有商业营销的目的性，行为主体表
现出典型的市场交易特性，属于商业广告活

动范畴，应当遵守广告法基本规定。
有专家撰文指出，就药品广告而言，监管

主体本身是明确的，机构改革后应当统一由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负责。现在的问题是
各大药企在投放影视剧植入广告前不会去申
请前置审批。

除了药企自身缺乏广告投放自律外，监
管执行也存在“盲点”。一家省级广播电视台
研究发展部负责人告诉记者，此前，工商部门
监管的是整个广告行业，植入广告隐藏在几
十集影视作品中，工商监管的工作量和难度
较大。虽然新闻广电管理部门在影视剧播映
之前会做审查工作，但其工作重点是审查作
品内容，药品广告植入是否合规往往被忽视。

影视剧“吃药”谁来管？

业内专家认为，不是说药品不能做植入
营销，但植入广告仍然是商业广告，应当遵守
现行法律中关于广告形式、内容、监管的一系
列规定。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沈建华认为，药品有其特殊性，不能让广告对
公众产生误解。药品植入广告也应纳入监管，
健全信息披露制度，由多个监管部门共同制
定配套制度，降低药品广告监管执法中的识
别难度，保障植入广告的合法性。

新华社北京 4 月 19 日电(记者彭茜)美
国商务部近日宣布对中兴通讯公司执行为期
7 年的出口禁令，再度引发关于中国半导体
芯片产业核心竞争力的担忧。中国如何突破
“缺芯”之困境，走上一条国产自主可控替代
化的发展之路？

缺芯之困

《 2017 年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分析报告》
显示，当前中国核心集成电路国产芯片占有
率低，在计算机、移动通信终端等领域的芯片
国产占有率几近为零。

浙江之江实验室芯片中心高级顾问李序
武博士介绍，透视中国芯片产业可从设计和
制造两方面分析。过去几年，中国芯片设计进
展飞快，设计公司成倍增加。但芯片设计技术
和经验远远不足，尤其在先进信号转换器方
面，如从模拟连续信号变为数字信号以及逆
向转换，大大落后于国外。

李序武曾任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
公司技术研发执行副总裁，在美国英特尔公
司工作期间获得该公司技术领域最高荣誉
“英特尔院士”，对中美半导体领域发展差异
感触颇深。他说，在芯片制造方面，中国与世
界最先进工艺还有不小差距，“平时中国企业
可以从国外厂商购买芯片组装需要的系统，
但外国政府一旦采取限制性措施，弱点就暴
露出来了。”

如在中兴的核心业务基站领域，基站芯
片自给力最低。而基站芯片本身对成熟度和
高可靠性的要求远高于消费级芯片。有专家
认为，在美宣布管制措施后，中国从开始试用
国产替代芯片到批量使用至少需两年以上时
间。

在阿里云智联网科学家、芯片策略组长
丁险峰博士看来，中国芯片研发的现状是散
而小。

半导体芯片是一个需要高投入、规模效
应的产业，投资周期长、风险大，很多人不愿
涉足。中国政府从 2013 年开始对半导体产业

从芯片研发到制造都加大了资金支持力度。
但专家认为，目前投资过于分散，一些投资无
效的项目瓜分了资金。

半导体行业从业者杭州华澜微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骆建军说：“中国现在最
缺的不是半导体生产线，而是设计公司。没
有芯片设计，生产线就不可能有自主可控芯
片为‘米’下锅，最终回到给别人代工的老
路。”

补芯之路

那么，中国应如何“补芯”？专家称不可“一
蹴而就”，但需抓住现有机遇。芯片行业遵循已
久的摩尔定律认为：当价格不变时，集成电路
上可容纳的元器件数目，约每隔 18至 24 个
月便会增加一倍，性能也将提升一倍。但李序
武说，由于半导体光刻技术等瓶颈问题，再加

上半导体做得越来越接近物理极限，现在更
新换代速度正在慢下来，这对于中国来说是
一个机会。“前面走得慢，后面追得容易。有了
国外公司的先行，后来者也可以少走很多弯
路，”李序武说，“当然，路上埋下了很多‘地雷’，
就是各种专利，要想全部绕开也很有挑战。”

中国半导体真正开始发展始于 2000 年，
当时中国最大的半导体制造商中芯国际集成
电路制造有限公司成立，但在成立之初已面
临了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英特尔
等科技巨头，以及台湾积体电路制造股份有
限公司等强大代工厂的激烈竞争，伴随其间
的还有巨大的行业人才缺口。

骆建军说，政府在高校专业设置和就业
方面都应有所引导，尤其要加强交叉学科能
力培养，培养一个集成电路设计的领军者往
往需要十几年的时间。

丁险峰也认为，目前国家对于创业人才
的政策已不错，但需大幅倾斜到可在大公司
长期奋斗的人才，“芯片需要大规模作战，需要
有统领千军的能力，而不是发表文章的能力。”

此外，专家认为，更重要的是鼓励中国企
业在国产芯片技术到位的情况下多采购国产
芯片，而不是一味抱着“外国的月亮比中国
圆”的心态，“长期满足于进口替换，不思进
取”。比如华为、展讯通信的手机芯片完全可
以满足很大一部分需求。

在芯片产业的投资方向也需更有产业眼
光的人掌控。在国家财政支持之外，还需要市
场、社会资本等积极参与。有专家建议，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可为芯片企业提供一些
如加速审批等便利通道，使企业有机会从市
场筹得更多研发经费。

丁险峰认为，数字化时代需要万亿级芯
片与传感器，这个时代几乎完全属于中国，
“因为中国可以掌握这类芯片与传感器，从模
组、物联网终端、边缘服务到云计算，中国都
可以做。”

中国相关企业如何汲取前车之鉴？专家
们的一致看法是：低调做事，遵纪守法，积累
好自己的核心技术。

中国如何突破“缺芯”困境

别以为是剧情需要，其实是药品广告
影视剧中植入广告的药品相关禁忌未显著标明，可能对有相应禁忌症的患者产生误导

据新华社北京 4 月 19 日电
“一天抢到 8000 人”“3 年落户
100 万大学生”……近期，各地纷
纷上演“抢人大战”。至少 20 个城
市先后出台包括解决户籍、提供
租房购房便利条件、支持创业等
吸引人才的新政策。

人才争夺进入“白

热化”阶段

3 月 23 日，西安市公安局宣
布，全国在校大学生仅凭学生证
和身份证即可在线落户。就在新
政宣布当天，西安迁入 8000 多
人。至此，武汉、成都、西安、郑州、
长沙等区域中心城市的人才争夺
战，进入“白热化”阶段。

记者采访发现，各地为吸引
人才出台的优惠政策效果立竿见
影。

根据西安市公安局公布的数
据，今年一季度，西安市外迁入共
244978 人。其中博士以上 392 人，
硕士研究生 6689 人，本科 74960
人，大专 50233 人，中专、技校
17796 人；人才引进 9851 人。对比
2017 年一季度，西安市外迁入仅
26130 人，2018 年一季度西安的
落户人口数增长了近 10 倍。

郑州市人才办数据显示，截
至今年 2 月初，各类人才落户
5264 人，接近去年人才落户总量
半数。在武汉，2017 年武汉实现
大学毕业生留下创业就业 30 . 1
万人，新落户 14 . 2 万人，均创历
史新高。今年要确保留汉大学生
达 25 万人以上，一季度，大学毕
业生留汉创业就业已近 10 万。

吸引人才“三大实

招”：户口、住房、创业

记者采访发现，在这场“抢人
大战”中，各地引才政策主要是
“抡出”户口、住房、创业等方面优
惠条件的“三大实招”：

——— 便利落户。石家庄简化
人才落户手续，符合条件的优秀
青年人才及高校毕业生凭身份
证、毕业证即可办理落户手续，公
安部门即报即批、当日办结。南京 40 岁以下本科毕业生即可落
户。武汉大学生落户几乎“零门槛”，推行“社区公共户”“人才住
房券”等制度。郑州对高校毕业生、职业(技工)院校毕业生、留
学归国人员和技能人才实行“零门槛”落户。

——— 提供租房、购房优惠。符合条件的人才到石家庄市工
作之日起，5 年内最高每月享受 2000 元的房租补助。在武汉，
大学生可以申请租赁大学毕业生租赁房，还可以低于市场价
20% 的租金租到租赁房。在郑州，青年人才首次购买住房，博士
每人补贴 10 万元、硕士每人 5 万元、本科毕业生每人 2 万元。

——— 提供创业贷款、启动资金。海口提出，经评审通过的
科技创新创业团队，一次性给予启动资金 30 万元。石家庄提
出，毕业 5 年内，普通高校毕业生合伙创业或组织起来共同创
业，可申请最高 80 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

对人才和人口的渴求不断蔓延，包括东莞、潍坊、佛山等
三四线城市近来也纷纷加入“抢人大战”。专家表示，人才争夺
战可能仅仅是一个开始，以后会有更多地方加入，具体的引才
措施也会更加多样化。

“抢人大战”折射哪些新动向？

目前，“抢人大战”参与度最高的武汉、西安、成都、郑州、
长沙、南京等城市，多数是正在崛起的“新一线城市”，大部分
都处于扩张与产业转型期。

多位受访专家表示，“抢人大战”折射出中国经济发展动
力与区域经济版图变化的新动向。

留年轻人、留住受到良好教育的人才，就保证了城市的未
来——— 这是不少城市管理者的共识。记者采访发现，目前，武
汉、郑州、西安、成都等城市，都在不遗余力发展信息产业、生
物医药、智能制造等产业，推动当地产业结构调整转型，而其
人力资源的基础就是大学生。

“为什么独角兽企业都聚集在深圳、上海、北京等一线城市？
因为那里聚集了大量高素质、善创新的大学生。”武汉市招才局
一位负责人表示，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大学生群体毫无疑
问将成为创新经济的主体。“如果说过去经济增长驱动因素主要
靠投资与外贸，那么，现在和未来都要靠人才与创新。”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薄文广说，过去，“抢人大战”主
要是春节后各地高薪“抢工人”，尤其是有技能的熟练工，他们
是为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与加工厂流水线生产服务。现在，
“抢人”演变为各地争抢以大学生为代表的智力资源。

这一变化，是改革开放 40 年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动
力不断转型升级的重要例证。

大学生落户、就业去向的变化，也透露出中国区域经济版
图的新变化。根据湖北、湖南、陕西等省份教育部门公布的普通
高校毕业生数据，这些高校资源相对集中的省份，毕业生前往
广东、北京等地就业的比例呈现逐年下降趋势，本地就业、创业
比例明显提高。以湖南省为例，相较 2015 年，该省 2017 届高校
毕业生前往广州、深圳等泛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就业人数占比下
降了 1 .6 个百分点，在省内就业占比则出现同等幅度上升。

“过去，高校毕业生扎堆去北上广，现在则不少选择留在省
内，尤其是省会城市的比例大幅提升。”湖北一所高校就业部门
负责人介绍，各地抢人大战中，户口、补贴、贷款都是辅助性政
策，工作岗位和发展机会才是大学生落户的主要考量因素。

武汉大学经管学院教授伍新木说，大学生选择户籍管理
更宽松、更宜居、更有事业前景的城市，改变了原来千军万马
挤入大城市的发展路径，这也是中国经济正逐步实现地区发
展平衡的一个缩影。

天津市西青区委组织部长、区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东
升表示，“抢人大战”意味着，目前各地在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过
程中更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专家表示，城市间的“抢人大战”将推动人才资源的合理
配置，提升人才的利用效率、城市创新能力和综合竞争力，在
进一步推动户籍制度的放开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也有促
进作用。但与此同时，引进人才也必须跟公共服务提供能力和
楼市调控政策结合起来，要避免人口短期急剧涌入，超过城市
的承载力，出现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短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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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一蹴而就”，但需抓住机遇

●政府在高校专业设置和就业方面都应

有所引导，尤其要加强交叉学科能力培养

●国家对于创业人才的政策需大幅倾斜到

可在大公司长期奋斗的人才

鼓励中国企业在国产芯片技术

到位的情况下多采购国产芯片，而不

是“长期满足于进口替换，不思进取”

在国家财政支持之外

让企业有机会从市
场筹得更多研发经费

在芯片产业的投资方向

需更有产业眼光的人掌控

需要市场、社会资本等
积极参与

我国药品广告审查发布标

准中明确规定，非处方药广告

应当显著标明“请按药品说明

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

用”。一些药企却“另辟蹊径”，走

影视剧植入的道路，打“擦边球”

在暴利的驱使下，市场形

成了一条从非法猎捕、运输到

贩卖野生动物的完整利益链。

猎物层层转手，“身价”可飙升

十余倍。“利润堪比贩毒，但犯

罪成本又很低”

据新华社南昌 4 月 19 日电(“新华视点”

记者赖星)近日，江西警方截获一辆从安徽开
往广东的货车，车上满载野生动物。清点的结
果让办案人员感到震惊：各类鸟兽 4300 余
只，眼镜蛇、五步蛇等 600 余公斤。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在暴利
驱使下，市场催生出一条“捕猎——— 运输———
贩卖——— 消费”野生动物的利益链。在这条黑
色利益链上，一只野生动物从猎人手中经四
五个环节层层转手，最终价格可翻十余倍。

4300 余只鸟兽被困牢笼

13 日凌晨，一辆从安徽出发的大货车趁
着夜色进入江西境内。江西省森林公安局直属
一分局副局长杨义高接到野生动物保护志愿
者的电话举报，“有一辆涉嫌非法运输野生动
物的大货车正往江西境内驶去”。6时许，涉案
车辆被截停。这辆货车被带到江西省野生动植
物救护繁育中心进行清点。“货车车主没有携
带任何和运输、饲养野生动物相关的合法证
件，已被刑事拘留。”杨义高介绍，这是近年来
江西查获活体野生动物最多的一起案件。

经清点，货车上的野生鸟兽包括黄麂、猪
獾、狗獾、白面狸、鹭鸟等 4300 余只，另有眼
镜蛇、五步蛇、乌梢蛇等爬行类 600 余公斤。

野保专家表示，经专业评估后，计划将这

些野生动物分批放生。18 日，办案人员和专
家来到江西省抚州市马头山自然保护区，将
300 余公斤蛇类放归自然。

江西省野生动植物救治繁育中心主任汪
志如介绍，由于在此过程中被雨淋以及伤口
感染等，有近五分之二的动物死亡。

层层转手贩卖，价格飙升十余倍

记者调查发现，在暴利的驱使下，市场形
成了一条从非法猎捕、运输到贩卖野生动物
的完整利益链。其中，销售捕猎工具的设备生
产商、负责“洗白”野生动物的养殖场、负责收
购转卖的商贩，组成了一张错综复杂的网络。

据悉，猎物层层转手，“身价”可飙升十余
倍。一些犯罪分子向警方交代，这个行当“利
润堪比贩毒，但犯罪成本又很低”。例如，猎户
出售的野生菜花蛇每公斤 60 多元，终端收购
价可达每公斤 600 多元；野生天鹅一只千元
左右，终端收购价超过万元。

“一般查获此类案件，执法部门往往没收
或进行行政处罚，情节特别严重的可判 10 年
有期徒刑。但据不完全统计，此类案件 80%
判的是缓刑，无法有效威慑不法分子。”江西
省森林公安局法制办黄小勤说。

办案人员透露，在一些野生动物交易频
繁的县一级地区，有长期非法收购野生动物
的商贩，他们会将收购的动物卖给市一级的

老板进行“洗白”。由于通常办理了合法的野
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这些人以此为掩护
将收购到的动物大量贩卖到消费市场。

“犯罪嫌疑人虚假身份众多，网络交易很
难跟踪。”黄小勤介绍，不法分子还可以通过视
频聊天的方式看货并称重，谈好价钱后直接通
过网络支付工具转账，省去了很多中间环节。

应加大对终端环节整治

近年来，虽然各级执法部门对野生动物
非法猎捕、贩卖保持高压打击态势，保护野生
动物成为社会共识，但相关案件依然频发。

办案人员介绍，非法猎捕、运输、贩卖野
生动物的案件频发，还在于野生动物捕猎行
为通常发生在深山老林，很难被抓现行。一些
商贩采取“就远不就近”原则，专门贩卖到外
地以规避打击。黄小勤建议，野生动物流入地
要加大对终端环节的整治，这比打击流通环
节更有效。“因为，在流入地经营野生动物的
餐厅场所固定，方便执法检查，而在猎捕和流
通环节，多是流动作案，打击难度大。”

在这起案件中，“野生动物救助最后一公
里”问题愈加凸显。一些野保志愿者发现，不
少省份的野生动植物救护繁育中心存在基础
设施差、人员配备少、经费紧张等共性问题，
难以有效开展工作。

贩卖野生动物：“小偷小摸”的犯罪成本，贩毒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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