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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菠萝花束一起被送给黎
小军的，还有一幅大家策划了
一周的创意画。上面的一句话
令人动容：“总有星光开道，总
有您为我们赶来。”

时间回溯到将近四年前，
黎小军“临危受命”，带着一个
五人的工作组驻扎徐闻。当
时，徐闻菠萝屡屡滞销，当地传
统菠萝品种巴厘的田头出售
价，2018 年最低 时 只 有 0.40
元/公斤，菠萝烂在徐闻田头，
烂在果农心上。为了破解

“徐闻菠萝增产不增收”的
痛点，广东省农业农村厅

于 2019 年 2 月组成徐
闻菠萝专项工作组，以

广东菠萝“12221”市

场体系建设为主题开展专题
研究。

近四年来，工作组以钉钉
子的精神楔进徐闻，与徐闻县
委县政府一起，携手打造了徐
闻菠萝“12221”可复制可推广
模式。按照一个阶段一个重
点，各有所长的工作组成员时
有变动，但组长黎小军犹如定
海神针，牢牢守住“为果农办
实事”的初心。在黎小军的带
领下，工作组深蹲徐闻，助推
了菠萝热销、引导了品种改
良、推动了农民致富、促进了
乡村振兴。

星光不问赶路人，岁月不
负有心人。工作组托举起一组
沉甸甸的数字：徐闻菠萝产值

从 2018 年的 3.5 亿元，到 2019
年的16.8亿元、2020年和2021
年的21亿元，再到今年的25亿
元，都是实实在在进了果农口
袋的真金白银。农民增产增
收，有能力投入资金改良品种、
升级生产线，近年来菠萝品质
明显提升，畅销市场，消费者也
有了口福。

最近几年，徐闻菠萝不仅
成为了致富果，更“逆袭”成为
广东优质农产品的“排头兵”。
菠萝卖好了，给予徐闻百姓满
满的获得感、幸福感，还成就广
东大宗农产品的“开门红”，成
为岭南佳果价格的示范性“晴
雨表”。“菠萝的海”的营销，是
广东农产品营销的“第一棒”，

其后带动荔枝、龙眼、柚子等一
棒一棒接力跑出佳绩。

“现在，徐闻果农种植菠萝
热情高涨。”陈如约说：“疫情
的影响只是暂时的，从2017年
到 2022 年，徐闻菠萝产量从
50 多万吨提升到 70 多万吨，
每公斤单价从最低时的 0.4 元
涨到现在的最高3元。工作组
让我们看到了希望，种菠萝有
了盼头。”

对于菠萝专项工作组，湛
江市徐闻县委书记罗红霞也满
怀感激：“他们从省机关下来，
非常接地气，平易近人且工作
认真务实、不怕苦、不怕累，细
致耐心，令我们非常感动，也是
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

9月 18日一早，四位徐闻农民在“菠萝的海”摘下新
鲜的菠萝花，赶路500公里来到广州，将一束自制的菠萝
花束送给他们心目中的“菠萝女神”——黎小军。

黎小军是广东省农业农村厅“12221”工作组组长，也
是徐闻菠萝“逆袭”的推动者之一。听说“菠萝女神”退休
了，徐闻果农们自发组团要来穗致谢，最后选出四位代表
前来。果农代表陈如约说：“我们代表的是徐闻17万果农
的心意、17万果农的真情。工作组到徐闻近四年来，菠萝
打开销路，果品更优，愈来愈受市场欢迎，价格从每公斤最
低时的0.4元涨到现在的最高3元。每公斤菠萝每多卖1
块钱，徐闻果农增收就达7亿元，村里就多了一批楼房、一
批小车，多了许许多多的欢声笑语、幸福生活。”

致谢：“总有星光开道，总有您为我们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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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21”市场体系

“1”：建立一个农产品大数据平台；

“2”：组建销区采购商和培养产区经纪人两支队伍；

“2”：拓展销区和产区两大市场；

“2”：策划采购商走进产区、农产品走进大市场两场活动；

“1”：实现品牌打造、销量提升、市场引导、品种改良、农民致富
等一揽子目标。

有专家表示，还应看到一个
事实：种植牙并未纳入医保，需要
患者自费。其次，相比于全国缺
牙人群数，口腔种植医生数量存
在较大缺口。根据第四次全国口
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不同年龄
段平均缺牙数量为：45-54 岁 2
颗，55-64岁 3.73颗，65-74岁 7.5
颗。而据《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
鉴 2020》显示，中国共有 19.5 万
名口腔执业医生（不包括助理医
生），其中口腔种植专科医生比例

在20%左右，即4万人左右。
同时，目前国产种植耗材产

业还处于弱、小、散的发展态势。
产业大数据公司火石创造发布的
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年底，在
我国上市的种植体及种植体系统
共有 117 个注册批件，其中进口
产品 99个、国产产品 18个，进口
产品数量占比80%以上。

专家表示，加大对口腔种植
专科医生的培养，以及促进国产
种植牙在表面处理工艺和产品加

工精密度方面的提升，也是落实
集采、让老百姓有更多机会享受
到“实惠医疗”的重要途径。

“种植一颗牙花费 1小时，但
是前期沟通、治疗以及设计方案
等要花费大量时间。像我一天最
多也只能做三台手术。”林雪峰
说，“即便需要种植牙的患者增多
了，一天我也做不了更多的手
术。所以预计集采落地后，并不
会立即出现火爆的现象，这还需
要一个过程。”

种植牙有望大降价
还需迈过哪些关卡？

骨科创伤类耗材10月起集采
平均降价预计达8383..4848%%

2021 年年底，由四川牵头山西、宁夏成立
种植牙集采联盟，到 2022 年 8月已扩展到 30

个省份入盟，原计划今年上半年推出的地方集采联
盟改革却并未落地。8月 18日，国家医保局发布《关

于开展口腔种植医疗服务收费和耗材价格专项治理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通知》），提出把过高的种植牙费
用降下来，预期将为推动种植牙集采扫清障碍。

目前，种植牙民营化程度高，医保支付比例低，国产品类
选择少。从集采推进到有种植牙需求的老百姓真正享降价
实惠，还需要迈过哪些关卡？

羊城晚报记者 陈辉

骨科创伤类耗材是骨科手术中临床用量较大、采购金
额较高的耗材之一。继人工关节之后，这一高值医用耗材
也进入带量采购，并将于 10 月 1 日落地广东，平均降价
83.48%。这也标志着骨科创伤耗材进入“低价时代”，骨
伤病患者的手术治疗负担将有效降低。这是记者19日从
广东省医疗保障局官网获悉的。

广东省医疗保障局官网发
布《关于做好京津冀“3+N”联盟
骨科创伤类医用耗材带量联动
采购和使用工作的通知》（以下
简称《通知》）显示，本次集中带
量采购品种为京津冀“3+N”联
盟骨科创伤类医用耗材带量联
动采购中选产品，采购周期从
2022年 10月 1日起至2023年 9
月 30 日，周期为 1 年。采购主
体为省内通过国家组织医用耗
材联合采购平台已填报骨科创
伤类医用耗材需求量的公立医
疗机构（含军队医疗机构）和医
保定点社会办医疗机构。

记者了解到，京津冀“3+N”
联盟骨科创伤类医用耗材带量
联动采购于今年年初启动，包括
广东省在内的 17 个省份“集
结”，组成迄今最大骨科创伤类
产品带量采购联盟。而就在去

年 7 月，河南牵头 12 个省份已
完成一轮创伤类产品联采。两
者相加，覆盖了内地大部分省
份。行业内认为，骨科创伤类产
品虽未正式进行“国采”，却在
两大联盟的接连动作中，以另
一种方式完成带量采购之路。

京津冀“3+N”联盟骨科创
伤类医用耗材带量联动采购于
3 月份公布中选结果。据此前
报 道 显 示 ，共 89 家 企 业 的
20026个产品中选，联盟地区协
议采购总量108.57万套，平均降
价 83.48% ，中 选 价 格 最 低 为
5.51 元（浅螺纹螺钉-2），最高
2059.96元（跟骨髓内钉）。

根据《通知》，广东省此次带
量采购的产品包括接骨板及配
套螺钉、髓内钉及配件、中空
（空心）螺钉等骨科创伤类医用
耗材。

《通知》中要求，在采购周
期内，医疗机构要完成协议采
购量，超出协议采购量的部分，
优先使用中选产品，中选企业
仍需按中选价格进行供应，直
至采购周期届满。采购周期
内，如其他地区带量采购中选
价格比本次带量联动采购中选
价格低的，实行价格联动。

有骨科医生此前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在临床中会遇到
一些复杂病例，集采耗材可能
无法满足患者个性化的需求，
对于可以择期手术的患者，医
生会在医院完成中选产品的协

议采购量后再用非中选产品为
患者进行手术。

此次省际联盟采购以“带
量联动，双向选择”的方式开
展，既坚持招采合一、量价挂
钩，又支持临床选择的多样
性，尊重医疗机构使用习惯，
保障临床使用的延续性。

专家表示，骨科创伤类医
用耗材集采的落地，标志着骨
科医用耗材市场集采进入新阶
段，通过省际大联盟之间的价
格联动重塑新的价格标尺，有
效降低了骨伤病患者的手术治
疗负担。

17个省份组团带量联采

支持临床选择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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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闻果农赶路500公里送来菠萝花

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
人，人民是阅卷人。近四年来，奔
赴徐闻的许许多多个“黎小军”，
共同交出了一份让徐闻人民满意
的高分答卷。

收到徐闻果农不远数百里送
来的退休礼物，黎小军感慨：“我
最大的收获，其实是看到越来越
多农业人观念的改变。大家有了
强烈的市场意识，认识到市场和
生产要两手抓、两手硬，要让市场
引领生产。这些年，我们努力引
导基层的干部和农民找市场、与
市场对接。”

赶来送花的四位代表之一的
“菠萝姐”吴建连，原定9月 18日
要到上海参加展会开拓市场。从
20世纪 90年代初就扎根菠萝种
植业的她，带领当地果农将徐闻
菠萝做成产业，是“菠萝的海”备
受尊敬的“菠萝姐”。如今，她敏
锐的市场触角，已经从传统单一
鲜果扩至多样化的菠萝产品，领

衔开发的菠萝酥、菠萝月饼等备
受市场欢迎。“这些年来，工作组
带着我去了武汉、西安、浙江、兰
州、北京，直接对接到市场需求，
用市场指导生产。现在，没有一
个菠萝烂在地里，再小的菠萝都
能卖钱。”

在黎小军看来，“菠萝姐”吴
建连代表的是“菠萝的海”第一
代创业者，他们勤勤恳恳在种植
业上闯出一片天地；回乡创业的
陈如约则是第二代创业者，他一
边推进电商营销，一边埋头研
究菠萝种植标准化、采收机械
化；陈如约所探索的智慧种植，
又将影响接下来“菠萝的海”的
第三代。“很高兴看到越来越多
的年轻人回归家乡、回归农业。”
黎小军说。

被称为“菠萝妹妹”的王小颖
也一同来向黎小军致谢。近几
年，她跟着菠萝专项工作组走出
了徐闻，成为炙手可热的农业“网

红”。通过她的直播带货，徐闻菠
萝乃至广东农业呈现出更加立体
的人文传播，形成与市场的长期
对话机制，最“土”的农业也活色
生香起来。

事实上，起初菠萝专项工作组
来到徐闻后，最让当地果农看不懂
的，正是黎小军等工作人员兼职担
当农产品的产销服务员，不仅管
生产，还来管市场。而如今，面对
愈来愈红火的市场，省农业农村
厅的改革让徐闻百姓心服口服。

徐闻县政协副主席陈北跑用
相机记录下了徐闻近年来的巨
变。“工作组来了之后我们每年的
工作压力都很大，”陈北跑说，

“但整个‘菠萝的海’有希望、有
力量。”此行与果农一起来到广
州的他告诉记者：“来之前我们最
担心的是，明年不知道还有谁来
吹响徐闻菠萝的集结号；现在到
了广州放心了，省农业农村厅打
造了一支‘不走的工作队’。”

往年的 9 月份，菠萝早已让
出市场的舞台，专心孕育下一季
的丰收。今年的 9 月，菠萝的故
事却才刚刚掀开第二波的壮丽篇
章。就在 9 月中旬举行的第 10
届亚洲海鲜展上，广东预制菜头
部企业国联水产签下100吨的菠
萝烤鱼订单，助力广东预制菜“走
出去”，也为徐闻菠萝打开了一扇
四季常青的市场大门。

菠萝“逆袭”的经验还惠及
更多农产品。以“菠萝的海”为试
验田，广东荔枝等一个个特色产
业，正通过拷贝菠萝的“12221”
模式，实现以农产品促销“小切
口”推动农业产业“大变化”。

一路奔波一路情。如今，专
项工作组成为了香饽饽，很多地
市的相关负责人来到省农业农村
厅，都提出请该厅派出工作组支
持当地农业产业发展。黎小军的
两位同事，梁超文成为了兰花产
业“12221”市场体系建设工作小
组的组长，黎建英成为了连州菜
心产业“12221”市场体系建设工
作小组的组长，已经独当一面助
力四会、连州发展起当地的特色

农业产业，成为贯彻落实省委、省
政府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决策
部署的又一支生力军。就像黎小
军对陈北跑所说的：“革命自有后
来人。”

这一个个善作为的农业专项
工作组，也折射出政府职能的变
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
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
展，广东农业农村部门通过积极
转变政府职能，以政府“下海”促
成农产品“出海”。

对此，广东省委党校（广东行
政学院）教授陈述在多个场合都
提到：“原来的政府是管理式的，
服务职能是十八大以后非常大的
转变，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尝试的
改变开创了先河。”

乡村振兴看广东，央视《经济
半小时》此前专门有一期节目聚
焦广东的荔枝、菠萝产业变
化，挖掘广东如何通过农业
改革卖出“全球果”。报
道中有一段独到的
点评：“广东水
果‘ 出 海 ’
的 背

后，是广东农业部门自我
职能的深刻变革，这就是
中央关于政府‘服务+治
理’执政理念的一次具
体实践。改革就是生
产力，为老百姓的福
祉而破旧立新，是国
家各项改革行动始
终遵循的一条基
本原则。我们为
广东农业部门
的自我改革
叫好。”

观念：“农业人有了强烈的市场意识，要让市场引领生产”

变革：以政府“下海”积极促成农产品“出海”

羊城晚报记者 张华 牛智杰
实习生 舒安淇

据了解，口腔种植的费用大致
分为种植体、牙冠和医疗服务三个
部分。《通知》中明确三级公立医院
单颗常规种植牙医疗服务部分的
总价原则上不超过4500元。

《通知》中还提出，要将全流
程价格中种植体植入手术及牙冠
置入价格占比控制在 60%左右，
检查设计价格占比控制在10%左
右。也就是说，在公立医院种植
牙总费用中，耗材占比30%左右，

医疗服务占比70%左右。值得一
提的是，目前政策也明确民营医
疗机构仍然实行自主定价。

4500元的指导价在种植牙专
家看来是可接受的。广东省医院
协会口腔数字化材料技术管理专
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安柏口腔医
院院长林雪峰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考虑地区差异性，国家也不
是实行‘一刀切’的标准，《通知》
中提到有 20%的弹性空间，比如

工作 20 年的专家与刚步入口腔
种植行业的年轻医生，医疗服务
费就会有差异。”

据悉，国家医保局要求各地
先统计上报各省市的民营牙科医
院、诊所总量，并要求参与集采的
牙科医疗机构要达到各地区总量
的40%以上。“安柏口腔也收到了
来自广州市医保局海珠分局的相
关通知，我们是很积极参与集采
的。”林雪峰说。

4500元指导价并非“一刀切”

集采保基本，提供入门级种
植牙服务。据悉，入门级种植牙
以国产品牌为主，也有主打性价
比路线的一些韩国品牌。

记者了解到，国产、韩系种植
体在口腔医院的进货价分别为
400~600 元、500~800 元，韩系种
植体终端套餐价格可压至 5000
元以下；但是欧美高端种植体的
终端价格通常在8000元至1万元

以上。林雪峰推测，如果种植牙
纳入集采，入门级及中端品牌大
部分都会加入。

可以参考的是，近期由安徽
省蚌埠市医保局开展的《种植牙
项目试点工作通知》中提到，“创
英”“1 号种植体”“SG”等九个知
名品牌议价谈判成功，种植牙材
料（含牙冠、种植体一套）费用平
均降幅 84.17%，最高降幅高达

89.50%。
林雪峰介绍，目前民营口腔

机构种植牙耗材采购数量占比超
过70%，受疫情影响，近三年来口
腔种植业务量大幅下降，种植牙
数量减少近半。如果集采落地，
会促进民营口腔机构业务量增
长，不过，由于大部分民营口腔机
构更倾向于用进口品牌的种植
体，估计影响不会太大。

集采或多为入门级国产种植牙

口腔种植医生存在较大缺口

徐闻果农的代表为黎小军（右二）送上菠萝花束、菠萝烤鱼和创意画

果农献给“菠萝
女神”的创意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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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菠萝妹妹”
王小颖（右）特地
给黎小军带来新
鲜采摘的菠萝

京津冀“3+N”联
盟骨科创伤类医用耗
材带量联动采购

20026个产品中选

协议采购108.57万套

平均降价83.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