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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抗灾到耐灾 北京“韧性城市”这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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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医保谈判收官 直击“砍价”现场银行间票据开闸 房企走出至暗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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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建成50个韧性社区

北京作为首都和超大型城市，地位特殊、

城市系统复杂，面临的各种风险挑战多，遇到

灾害容易发生链式反应和放大效应。为此，国

家和北京市“十四五”规划、《北京城市总体规

划（2016-2035）》都提出建设“韧性城市”。

据了解，“韧性城市”是指具备在逆变环

境中承受、适应和快速恢复能力的城市，是城

市安全发展的新范式。《意见》以突发事件为

牵引，立足自然灾害、安全生产、公共卫生等

公共安全领域，从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全过

程谋划提升北京城市整体韧性。

具体而言，北京聚焦统筹拓展城市空间

韧性、有效强化城市工程韧性、全面提升城市

管理韧性、积极培育城市社会韧性四大方面，

计划到2025年建成50个韧性社区、韧性街区

或韧性项目，逐步将各类广场、绿地、公园、学

校、体育场馆、人防工程等适宜场所确定为应

急避难场所，到2035年，人均应急避难场所面

积力争达到2.1平方米。

市规自委副主任张亚芹介绍，目前，结合

各区分区规划编制工作，已在全市2760平方

公里城乡建设用地范围内统筹划定了约132

平方公里战略留白用地，同时编制市政基础

设施、生态安全格局、首都防疫设施、交通应

急防灾等领域的专项规划。

市地震局副局长吴仕仲介绍，本市已

新建、改造137个地震监测站点，已具备秒

级地震预警能力和分钟级烈度速报能力，

并在全市16个区的学校和企事业单位部署

专用预警终端64套，进行地震预警信息播

发试点工作。

电力、燃气等城市生命线安全运行保障

方面，市城管委应急处处长朱虎介绍，目前全

市供电可靠率已达99.995%，全市建成城镇

天然气配气管线约3万公里，城镇天然气输

配系统实现了城六区及远郊区管道天然气

的全覆盖。

弹性安全性可持续性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王凯曾表

示，当前城市建设的短板主要体现在健康、安

全和基层民生保障方面，这也是左右城市可持

续发展的主要因素。唯有细化、优化城市规划，

方能在外部环境突然变化时，让城市仍具备强

有力的抵御冲击、适应变化及自我修复能力。

因此，城市建设仅强调“抗灾”已难以很

好地应对风险，以“耐灾”为核心的“韧性城

市”治理思路，适应了全面提升城市的弹性和

安全性、保障可持续发展的时代要求。

“韧性城市”强调城市在面临自然和社会

慢性压力、急性冲击，特别是遭受重大安全事

故、极端天气、地震、洪涝、重大疫情、暴恐袭

击等突发事件时，能够凭借其动态平衡、冗余

缓冲和自我修复等特性，保持抗压、存续、适

应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韧性城市”治理思路要求在提高系统

自身抵御能力的同时，全面增强城市适应

性和创新性，从而在远期不断提升城市系

统的整体韧性，体现了不断演进和发展的生

态思想。

尊重城市发展规律

北京市应急管理局防汛办工作人员向北

京商报记者介绍，相较于传统的城市应急体

系，韧性城市更具系统性、长效性，更加尊重

城市系统自身演变发展规律，更适应现代多

样化复合型的灾害情景。

工作人员还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应急管

理局在牵头起草《意见》前详细梳理了国内外

韧性城市建设情况。2011年，联合国减灾署

（UNISDR）开展“让城市更具韧性”竞选计划，

我国河南宝丰、河南洛阳、四川绵阳、海南三

亚、陕西咸阳、青海西宁也入选了该计划。

2013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启动“全球100韧性

城市”项目，四川德阳、湖北黄石和浙江义乌、

浙江海盐4座中国城市先后入选洛克菲勒基

金会“全球100韧性城市”。

“相较于首都及其他大型城市，中小城市

基础设施建设尚处于初期阶段，为韧性城市

规划建设的整体布局留下了操作空间。”该工

作人员说。随者“韧性城市”概念的不断丰富

和发展，国内城市相关布局也在加快步伐。

2017年9月29日，《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2016年-2035年）》中提出了“提高城市韧

性”的要求。2018年1月4日，《上海城市总体规

划（2017-2035年）》提出建设“更可持续的韧

性生态之城”。

202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

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首次提出建设“韧

性城市”。目前在国内，浙江、安徽、南京、成都

等地也均以政府工作报告、城市总体规划等

形式强调了韧性城市建设的重要性。

北京商报记者陶凤实习记者韦璐

继11月10日地产股全线反弹后，11月11

日收盘，地产股继续整体表现出强劲反弹的

态势，A+H“涨声一片”。A股中，泰禾集团、

中南建设、招商蛇口、金地集团等多只个股

掀起涨停潮；H股方面，旭辉控股领涨

12.47%，融创中国、中国奥园、龙光集团等多

家房企跟涨。

业内分析，本轮地产股上涨，从消息面

来看，虽有部分房企回购、增持等对自身对

市场“情绪”维护，但更多是市场层面的利

好：除了11月10日央行信贷数据中，中长期

贷款的远超预期；11月11日，保利发展发布

的2021年度第四期中期票据募集说明书，更

是让备受资金煎熬的房企们看到了“曙光”

的窗口。为此市场不仅要问：房企要走出至

暗时刻了？

红透了

近两天，地产股可以用“红透了”形容。

截至11月11日收盘，A股中南建设、泰禾

集团、招商蛇口、金地集团、保利发展、阳光

城、新城控股等多只地产股涨停，万科、金科

股份、荣盛发展、滨江等多只个股均涨超6%。

H股方面，中国奥园、旭辉控股、建业地

产、美的置业、合景泰富、正荣地产、世茂集

团、中国恒大、绿地香港、龙光集团、融创中

国、华润置地等领涨内房股，涨幅均超5%。

同策研究院资深分析师肖云祥分析称，

从去年7月开始，房地产板块就已从高点进

入下行周期，其背后原因是监管层对房地

产调控的持续收紧。近期，以个别城市房地

产协会组织房企召开面临困难座谈会为分

水岭，市场逐渐酝酿政策放松预期，此间出

现地产板块小幅反弹。11月11日反弹，从消

息面来看主要是受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

协会举行房企代表座谈会，多家大型房企计

划近期在银行间市场注册发行债务融资工

具，调控政策在房企融资端可能会打开一道

窗户。

“从技术面来看，房地产板块延续下行

趋势已有一年多，价格已经很低，在利好消

息的刺激下有估值修复诉求。”肖云祥表示。

据媒体报道，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11

月9日举行房地产企业代表座谈会，招商蛇

口、保利发展、碧桂园等公司近期均有计划

在银行间市场注册发行债务融资工具。而上

述信号，也被市场解读为房企融资环境松动

的新举动。

从消息层面转变为实际落地来的如此

迅速。11月11日，保利发展发布了2021年度

第四期中期票据募集说明书。根据发行方

案，本期发行金额为人民币20亿元，债务融

资工具期限5年。这是11月9日银行间市场交

易商协会后，首个发债的案例。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表

示，一些地产股近期明显上升，充分说明投资

者对于房企业绩的看好。而从消费市场看，各

类购房者近期也会逐渐关注到房企面临的情

况，房企也会基于信贷等融资政策积极做好

营销，一些悲观的情绪明显退去了。

消息面向好

11月10日，央行发布10月金融数据，10

月新增人民币贷款8262亿元，同比多增1364

亿元，超市场预期。其中，住户贷款增加4647

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4221亿元。贝壳研究

院首席市场分析师许小乐指出，放长数据周

期看，近十年以来，中长期贷款10月规模仅

低于2016年10月，高过其他年份同期。这间

接表明居民购房的信贷环境在改善。

据贝壳研究院监测重点城市房贷利率

数据显示，10月贝壳研究院监测的90城主流

首套房贷利率为5.73%，二套利率为5.99%，均较

上月下调1个基点，这是年内首次环比下降。这

同样是购房信贷环境筑底改善的表现。

在发布金融数据后，央行还发布了个人

住房贷款统计数据。数据显示，2021年10月

末，个人住房贷款余额37.7万亿元，当月增加

3481亿元，较9月多增1013亿元。

此外，市场还有关于银行贷款的利好

“传言”。有消息称，各地银保监通知热点城

市主要银行，将积压5个月以上的按揭贷款

清退，同时放开对房地产商开发贷限额的管

控。甚至有市场人士进一步解读称：“11月房

地产贷款以及按揭余额必须高于10月末。”

值得注意的是，10月15日，央行金融市

场司司长邹澜在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发布

会曾指出，部分金融机构对于30家试点房企

“三线四档”融资管理规则存在一些误解，对

要求“红档”企业有息负债余额不得新增，误

解为银行不得新发放开发贷款，企业销售回

款偿还贷款后，本应合理支持的新开工项目

得不到贷款，一定程度上造成资金链紧绷。

“针对这些情况，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已

于9月底召开房地产金融工作座谈会，指导

主要银行准确把握和执行好房地产金融审

慎管理制度，保持信贷平稳有序投放，维护

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邹澜称。

走出至暗时刻了？

房地产市场情绪总是变幻莫测，消息面

向好是否会成为“转折点”？地产股全线飘

红，房企要走出至暗时刻了？

肖云祥称，目前多个城市已有调整调控

政策的动作，消息面上也暖风频吹。但目前

还没有实质的标志性事件发生。

众所周知，2021年是房企债务集中到期

的一年，融资“三道红线”让房企惯用的“借新

还旧”失灵，一大批此前高额举债的开发商

接连爆雷，新力控股、花样年、当代置业……

地产板块持续下行。目前来看，房企偿债危机

还远未解除。

“保利的信号意义确实很强，但毕竟是

排名前十的央企，票据工具从它开始松绑，

稳妥、安全，但什么时候能够覆盖到20强左

右的民营企业，那才能够给出最难的时候过

去了的判断。”总部在上海的某50强房企品

牌负责人直言，目前公司融资工具基本停

滞，已经开始内部“骨折”价促销房子。

贝壳研究院数据显示，2021年10月房企

境内外债券融资到期债务规模约772亿元，

环比减少35.6%，同比减少5.4%，到期债务净

额468亿元。房企到期债务从千亿规模回落，

偿债压力较三季度有所缓解，但新增发债规

模不足到期债务规模1/2，房企融资压力仍

保持紧张。

“希望监管能够对直接融资和股权融资

差别对待，对于租赁等长线业务加快REITs

放开的步伐，对待三条红线的考核也要区分

开发与经营业务，避免政策叠加带来的误

伤。”某头部房企融资部门负责人如此表示。

与此同时，为避免爆雷引发恐慌情绪，

目前已有多地出台相关文件，重点加强对新

建商品房预售行为的监管。

“活下去”处处需要钱，保障现金流健康

是房企的命脉。临近年末，开发商只能加紧

把房子卖出去，至少先熬过这个冬天。

北京商报记者王寅浩

北京商报讯（记者 杨月涵）两扇交错

的屏风，将大厅通往会议室的路隔成了两

半。一半留给等待、围观的群众，一半留给

在会议室内中断谈判的药企代表。

11月11日，2021年国家医保谈判的最

后一天，医保局与药企“决战石景山”。被

“叫到号”的企业匆匆从远处赶来，紧张又

迅速地穿过屏风。

接下来的几十分钟里，里面谈的人焦

灼，外面等的人也焦灼。能不能进医保，

降了多少进的医保，这个外界最为关心

的问题，也成了这里最为敏感又最为保

密的问题。

一站就是一个多小时。透过屏风的狭

小缝隙，一家医药企业的代表紧紧盯着里

面的动向，时不时小声念叨一句，“怎么还

不见我们的人出来”。

事实上，屏风的另一边，距离谈判会议

室还有一段距离。但这一段距离，正是留给

那些在会议室里遭遇“灵魂砍价”的药企

“打电话求外援”的，保密措施的升级将这

段求助距离也划在了屏风之内。

计算机、纸质资料、笔，这“三大件”

成了药企谈判代表的标配。透过屏风的

缝隙，北京商报记者看到，已经有几波药

企谈判代表在会议室门外抱团讨论，手

机上的计算器界面一闪而过，还有人一

手拿着资料，一手拿着手机，低声传递着

什么信息。

屏风之外，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人。等待

谈判的其他药企代表、媒体记者，还有极少

数学习经验以备未来的药企代表。不远处

时而传来的急促脚步声和电梯到来的“叮”

一声，也总能引来不少人的侧目。但保密协

议的签订却让药企代表们越发谨慎，面对

记者们的“围追堵截”，要么闭口不谈，要么

快速闪人。“结果都是一样的”，有记者感

慨。

据了解，11月11日国家医保谈判主要

聚焦骨科、心血管、血液、儿童用药等领域。

综合多家媒体的报道，今年现场的保密措

施再次趋严，每家参与谈判的企业只有三

名代表，且进会议室之前需要上交手机。

“这些是葛兰素史克的人，这一会儿他

们都出来三回了，是不是快要谈完了？按理

说第二轮报价入圈之后，就开始来回磋商

了。”等待的时间里，上述医药企业代表也

会时不时点评、猜测上两句。不远处一家河

北的药企代表望着刚刚从屏风内出来的

一波人，也道了一句：这家也是外资企业，

这人谈判的时候经常见。

药企代表们始终绷着一根弦：企业名

字不能说，药品情况也不能说，降价情况更

不能说。但仍有蛛丝马迹可以追溯得到。两

年前，一家湖南药企的相关药品便已经历

过“灵魂砍价”入选医保目录，按两年一续

约的进程，这家企业再次来到医保谈判现

场。“毕竟我们是续约的。2019年降过一

波，今年下降的空间就没有那么大了。”

上午9点半左右，这家湖南药企的谈

判代表便已等在了屏风之外。不到10点，

随着同伴的匆匆赶来，这位谈判代表迅速

入场。10点半左右，北京商报记者又看到

了他们匆匆离开的背影。从微表情上，依旧

难以判断谈判结果的顺利与否。

同样是续约，有的企业却有点“压力

山大”。在与北京商报记者简短的聊天

中，一家来自河北的中药企业代表表示，

最近几年新批的中药特别少，这次谈续

约压力也比较大。他们的谈判时间在11

点，但不到10点，他们已等在屏风外，“怕

来晚了嘛”。

不过他也提到，2019年刚谈的时候，

药价降幅非常大。至于具体的数据，该药企

代表回应：“就别说了。”而据这家药企的另

一名代表介绍，去年谈新药的时候，价格也

降得很多，降幅在50%以上。

还有药企代表间开起了玩笑。“一把谈

成近10个，一直觉得您是神仙。”“那都是

哪年黄历了，你看现在谁还能当神仙。”在

北京商报记者追问之下，上述代表解释，

“光辉岁月”一去不复返的原因不是因为降

价空间小了，而是竞品越来越多了。

统计数据显示，相比去年751个品种

的入围，今年进入谈判名单的药品数量仅

有271个。不过，其中目录外品种共179个

（西药171个，中药8个），且通过初步形式

审查的目录外药品中，93.02%为2016年以

后新上市的药品。不拼数量拼质量，是医保

谈判常态化之后释放的信号。

原计划于12点结束的上半场谈判，在

11点52分迎来了新一波药企。大约5个小

时之后，2021年医保谈判正式落幕。“玄之

又玄”的中标、降价情况，将等待不久之后

的官宣。据了解，2020年医保谈判始于12

月中旬，当月底召开发布会公布结果。

当前，城市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和未知风险不断增加，“韧性城市”概念逐渐走入大众视

野。11月11日，北京市委市政府印发《关于加快推进韧性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要求把韧性城市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逐步将各广场、学校等适宜场所确定为应

急避难场所。相较于传统的城市应急体系，“韧性城市”更适应现代多样化复合型的灾害情

景，“韧性城市”打造之路正稳步启航。

广场、绿地、公园、

学校、体育场馆、

人防工程等

目标

2025年

建成50个韧性社
区、街区、项目

2035年

人均应急避难场所

面积达2.1平方米

已建

本市已新建

改造137个地震监测站点

在全市16个区的学校和

企事业单位部署专用预

警终端64套

在全市2760平方公里
城乡建设用地范围内统

筹划定了约132平方公
里战略留白用地

避难所
适宜场所确定为

应急避难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