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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将依法依规处理
字节跳动技术出口许可申请

10天近20项目集中发布
房企总攻“金九银十”

北京商报讯（记者 陶凤 吕银玲）9月24日，在
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

峰表示，“据了解，北京市商务局已经收到北京字

节跳动公司提交的技术出口许可申请，后续将按

照相关规定和程序，依法依规处理”。

据了解，9月20日早间，字节跳动发布声明称，

为了确保1亿美国人能够继续使用TikTok这款高

人气的视频及内容应用软件，满足美国政府监管

要求，加强TikTok美国业务，字节跳动、甲骨文、

沃尔玛对TikTok的合作形成原则性共识。三方将

按照此共识，尽快达成满足美国和中国法律要求

的合作协议。

不过，字节跳动及其美国交易者就最终交易

条款出现了分歧，焦点在于谁将拥有在该交易基

础上新成立的美国公司TikTokGlobal，以及谁

来控制TikTok的算法。

而就在今年8月28日，商务部会同科技部调整

发布了《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新增

23项限制类条目。其中，目录在限制出口部分计算

机服务业类的信息处理技术项下，新增的第21条

关于“基于数据分析的个性化信息推送服务技

术”、第18条关于“人工智能交互界面技术”等控制

要点，可能涉及字节跳动公司在出售TikTok方面

的相关技术。

字节跳动对此表示，拟议中的交易不涉及技

术或源代码的转让。但是交易公司甲骨文和沃

尔玛表示，TikTokGlobal将控制该应用的所有

技术。

9月23日晚，字节跳动在其社交平台官方账号

上发表了《提交申请的说明》，称“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和《中国禁止出口限

制出口技术目录》规定，我们已经向北京市商务局

提交了许可申请，正在等待北京市商务局的受理

决定”。9月24日，商务部作出前述回应。

“字节跳动向有关部门提交申请是按照我国

有关规定所必须的，商务部日前出台了《中国禁

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只有申请并获得同

意才能进行相关技术出口，现在看来，美国那边

也很可能需要获得白宫批准。”商务部研究院国

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

白明认为，商务部出台限制出口技术目录实

际上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企业利益，所以比较

慎重，需要关注这里涉不涉及敏感技术。这涉及到

国家的利益、贸易的公平，也是各国的惯例。

“接下来能否顺利得到出口允许，关键的核心

是字节跳动这些技术是否涉及到我们技术安全的

问题，如果触碰到这些底线，就有难度。如果在中

美双方都得到允许，接下来的商业谈判就会进行

下去。至于中美双方最终批准结果，我们还要拭目

以待。”白明说。

字节跳动对商务部表态有何最新回应？接下

来有哪些进一步的计划？北京商报记者联系到字

节跳动方面，但截至发稿对方尚未作出回复。

密集上线

继与礼来合力打造线上糖尿病患者管理平台

后，9月24日，1药网与诺华正式启动银屑病患者管

理中心。据1药网联合创始人兼执行董事长于刚透

露，1药网接下来还将上线肿瘤患者管理平台。

事实上，行业内的各家企业都在加大慢病管

理上的投入。日前，京东健康与赛诺菲中国联合宣

布，赛诺菲正式成为京东健康糖尿病中心的首家

深度合作伙伴。双方将在糖尿病患者续方购药、胰

岛素冷链配送等领域展开合作，共同打造数字化

创新慢病管理模式。此外，医联与中国老年保健协

会糖尿病专业委员会等共同发起首个线上慢病管

理专家共识项目。在公司成立6周年的时间点，轻

松集团将“中联朵尔互联网肝病中心”提升至公司

发展的重要战略位置。

对于从细分病种打造不同患者管理平台的原

因，于刚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公司希

望把疾病分成100多种，每个单独的病种和全球

顶级药企战略合作，形成最好的品牌，集聚优质的

专家，给病患提供专业的服务。

让边缘的城市患者享受到更好的治疗，以及

提高用药的可及性是1药网想要解决的问题。“一

个肿瘤患者在北京或上海看了病，然后回到家乡。

患者的一些用药指导以及之后药品用完需要续

方，患者再次返回医院，这需要较大的时间成本。

我们的平台正是解决这些问题。患者可以在偏远

的地区询问医生，医生根据病情，开出电子处方。”

于刚说道。

据了解，截至2019年底，1药网的药房服务网

络持续扩展至23.5万家，占到全国药房总数的一

半。目前，1药网已与超过188家药企建立了直采

战略合作。

各取所需

各大互联网医疗平台布局慢病管理的背后

是市场需求等多方面因素驱动。近年来，在新增

病例年轻化等趋势下，慢病群体增加。据健康中

国行动推进委员会2019年7月发布的《健康中国

行动（2019-2030年）》显示，慢病已成为居民的

主要死亡原因和疾病负担，慢病导致的负担占

总疾病负担的70%以上，成为制约健康的重要

因素。

今年2月，国家卫健委先后发布3份涉及互联

网医疗的文件，提出充分发挥互联网医院、互联网

诊疗优势，鼓励在线开展部分慢性病复诊及药品

配送服务。7月，国家卫健委等十三部门发布的《关

于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激活消费市场带动

扩大就业的意见》提到，积极探索线上服务新模

式，积极发展互联网医疗。这均给互联网医疗平台

的慢病管理发展带来推动作用。

对于药企而言，带量采购带来的药品价格下

降，以及部分品种在医院内失标，药企急需找到新

的院外渠道。据一位企业相关负责人透露，带量采

购从“4+7”开始，后来扩围。带量采购给患者带来

利好，药品低成本进入医院，降低了大众买药负

担。同时给药企带来挑战，很多品牌药落标，药品

的销售收入直降至少70%。

医疗战略咨询公司LatitudeHealth创始人

赵衡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4+7”

带量采购、医保控费、两票制等政策影响下，企业

产品销量、价格大幅下滑，部分产品落标，销售和

利润压力下，与互联网医疗平台合作，通过数字化

以及互联网等方式触达患者成为药企的出路之

一。与此同时，互联网医疗平台与药企合作，通过

提供慢病管理以及问诊等服务获得收入。

同质化竞争

随着各家纷纷瞄向慢病管理领域，打造专科

中心，一场行业较量不可避免。以糖尿病为例，目

前京东健康、医联以及1药网均打造了糖尿病患者

管理平台。

北京商报记者在医联平台上看到，目前该公

司在售的糖尿病慢病管理服务包含9.9元/月的个

性饮食计划套餐，199元/月的包括复诊续方、血糖

数据云分析在内的血糖控制服务+套餐以及季

度、年度套餐。在京东健康App上，包含问诊服务、

电子处方在内的30天血糖管理服务包从299元到

399元不等。各企业均提供了涵盖医生全程血糖

管理等类同的服务。

在业内人士看来，平台的运营能力，合作药厂

的级别、数量以及单病种的专业度是各平台发展

慢病管理的竞争点。慢病管理上的各个链条也很

重要，比如提供体检、保险的合作方。

医联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医联深耕慢病管理领域，专注慢病管理精细

化运营。区别于其他平台，医联的模式医带患，即

医生首先在医联平台注册备案，在和患者完成首

次线下面诊、医患彼此信任后，患者才会扫描医生

的二维码完成医患绑定，因此平台上的医患关系

更加稳固。

赵衡则认为，国内用户并未形成为互联网医

疗服务买单的习惯。慢病管理平台可以赚钱的

部分仍在卖药环节。而平台对服务收费直接影

响了后端的卖药环节。此外，慢病管理平台的药

品品类要全，慢性病患者不会因为平台有免费的

健康管理而更换用药，因此平台需要拓宽合作药

企的数量。

北京商报记者 姚倩

互联网医疗平台的慢病争夺战
带量采购铺开，未能入围

的药企们只好另寻渠道，互联

网医疗平台此时顺势而上。9

月24日，1药网与诺华的银屑

病患者管理中心启动。日

前， 京东健康糖尿病中心与

赛诺菲进行深度合作， 医联

启动线上慢病管理专家共识

项目……各大互联网医疗平

台纷纷将目光聚焦到慢病领

域。不过，随着各家陆续布局

慢病管理平台，病种也有了重

合，为应对同质化竞争，提高

自身运营能力，提高合作药厂

的级别、数量等是各大互联网

医疗平台需要思考的问题。

部分互联网医疗平台慢病管理布局一览

医联
覆盖肝病、糖尿病、肿瘤、肾病、心脑血

管、儿科、精神心理、呼吸哮喘、中医、妇科、皮
肤等领域。

1药网
布局了糖尿病、高血压、心脑

血管、高血脂、肾病、皮肤病、肝病
等慢病领域。

京东健康
打造了心脏、呼吸、耳鼻喉、

肾病、糖尿病、精神心理、脊柱、
肿瘤等专科中心。

我国居民慢性病
死亡占总死亡人数的

比例高达86.6%，

造成的疾病负担已占

总疾病负担的70%
以上。

从新品到新战略
在复杂的外部环境下，上半年

楼市整体遭遇重创，需求收缩、销售

停滞是最鲜明的标志。随着经济形

势企稳，房地产市场复苏回温，开发

商也把宝压在了下半年，尤其是今

年的“金九银十”被寄予厚望。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在过去10

天内，北京楼市的大热之地———石景

山迎来了新盘全面释放：长安云尚、

长安九里、中海·天钻、中海首钢·天玺

等集中推新，开启了“肉搏”战。此外，

门头沟、丰台等地区的项目“抢食”，北

京罕见出现了“售楼处一条街”。

地处北五环的奥海明月和奥森

one也展开正面PK，同一时间拿地，

同一区位的限竞房项目比拼。从奥

海明月准业主传出的选房现场视频

看，京城新房市场久违的“千人礼

堂”大选房罕见出现。

视线转到东南三环，年内备受

瞩目的分钟寺三兄弟在金九最后的

10天内悉数公布了案名：东叁金茂

府、世茂北京天誉和合生缦云。北京

商报记者了解到，东叁金茂府或将

于“十一”期间开盘销售，且大概率

为一次性推出所有房源，知情人士

也透露，“分钟寺三兄弟”中的世茂

北京天誉也将会在今年晚些时间正

式亮相，不跨年的销售在豪宅销售

历史上也堪称罕见。

在提速分钟寺项目入市的同

时，世茂在天津的超级大盘———中

新生态城也在金九期间亮相，项目

总体量约为227万平方米，是近期京

津冀新盘中最大体量的项目。

在积极推出新项目的同时，众房

企的新战略也于近期频频面世。9月

19日，雅居乐披露自己的5N产品系；

同一日，在珠海，华发股份也正式进

行品牌焕新；9月26日，融创中国的战

略定位升级发布会也将启幕；而中海

也将于9月27日在北京推出空间系列

4.0产品，以此来稳定其“京西霸主”

的地位。

顶格的预期
“随着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

季的到来，众房企的积极动作早有

预见。”中国城市房地产研究院院长

谢逸枫表示，推出新项目是抢占市

场份额的“触手”，而战略升级则是

激烈竞争形势下的“中枢”。

受疫情影响，众房企今年的销售

目标普遍设置偏于保守，但即便如

此，整体业绩目标完成率依旧不足四

成。对于下半年的经营策略，加快推

盘节奏成为大家的首要选择。

以中国奥园为例，上半年中国

奥园实现合同销售额508.7亿元，完

成年度销售目标不足四成。在今年

的中期业绩会上，该公司管理层明

确表示，“未来将加大销售力度，完

成2020年销售额增长12%的目标”。

为冲刺全年业绩目标，今年的

“金九银十”或将一改往年颓势。9月

6日深夜，中国恒大董事局主席许家

印连夜主持召开了营销大会，会上

宣布自9月7日起至10月8日，恒大全

国楼盘7折开售，并提出“金九银十”

两个月，单月销售额冲刺1000亿元。

而实际上，恒大今年8月的合约

销售金额只有514.8亿元。2020年恒

大内部目标是8000亿元，今年前8个

月恒大合约销售金额约4506.2亿

元，如果按照顶格预期完成两个千

亿目标，那么恒大还有希望达成

8000亿元的目标预期。

诸葛找房数据研究中心分析师王

小嫱指出，传统销售旺季“金九银十”已

经到来，预计9月商品房销售面积增

幅将会回正，销售额进一步增长。

销售业绩承压，促使众房企动

作要更“快”，在多位业内专家看来，

“以价换量”将成为房企提高销售的

重要手段。除了销售业绩承压，“三

道红线”也让房企不得不提前抵御

风险。王小嫱指出，在“三道红线”重

压下，房企的推盘节奏明显发生转

变。“三道红线”也将限制企业的融

资规模，预计四季度房企会加速去

化库存降负债，个人按揭贷款、定金

及预收款同比增速将扩大。

已现供不应求之端倪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发布的

报告显示，1-8月，全国100个城市新

建商品住宅成交均价同比上涨

10.7%。此前100城年初累计房价同

比涨幅曲线连续5个月下行，而8月数

据略有反弹，或说明随着供应节奏的

加快，各类高端楼盘正积极入市，其

会影响成交结构和价格折扣。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

严跃进表示，从具体的城市数量看，

房价过热城市即涨幅超过20%的城

市依然在减少，这充分说明7-8月调

控是有效的，房价也以降温为趋势。

尤其是各类炒房需求被剔除，在稳

定价格的同时，也稳定了市场预期

和交易秩序。

严跃进称，当前中国房地产市

场步入到传统的“金九银十”阶段，

各地楼盘供应增加、促销节奏明显

加快。从这个角度看，房价依然有进

一步降温的可能。对于相关房企来

说，主动降价让利给购房者，能够加

快项目的去库存，进而有助于促进

业绩成长和相关城市房价的降温。

事实上，目前楼市已经出现了

量涨价跌的情况。以北京市场为例，

据贝壳研究院数据显示，“金九银

十”第三周北京新房住宅市场成交

面积环比上涨68%，主要受朝阳区

成交量上涨影响，成交均价环比下

降3.9%。当前存量出清周期为14个

月，连续下降15周至年内最低值。

贝壳研究院高级分析师潘浩认

为，年底北京新房市场成交量或将

稳中有升。据贝壳研究院统计，截止

到目前，年内供求比为0.997，虽仍接

近平衡状态，但已现供不应求之端

倪，为跟上年底成交节奏，未来供应

端或将小幅发力，使得供求端重回

平衡状态，出清周期或将维持在当

前水平。

北京商报记者 董家声 王寅浩

与前几个月忙着构筑线上营销不同， 近期众房企开启了真

正意义上的线下“出新”，从新品到新战略的发布，“金九银十”

意欲蓄势冲高。9月24日， 北京商报记者统计发现，9月的最后

10天内，在北京，有近20个项目扎堆亮相，从京西的长安九里、

中海石景山“刚改三兄弟”，到北五环的奥海明月、奥森one，再

到“分钟寺三兄弟”一一揭开神秘面纱。放眼全国，先有世茂于

天津正式披露起云湾的“造城”计划，后有雅居乐在广州推出5N

战略……房企全面总攻“金九银十”的态势已经显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