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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宫颈癌疫苗想象空间有多大
我国国产宫颈癌疫苗首次获得世卫组织的预认证。国家药监局10月26日披露，世界卫生组织已表示，厦
门万泰沧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泰沧海”）生产的国产2价人乳头瘤病毒疫苗（以下简称“馨可宁”）
正式通过其预认证，可供联合国系统采购。
而在国内，随着渗透率提升以及民众自我保护意识的增强，HPV疫苗几乎变成了刚需，但因大多依靠进口，
常出现一苗难求的境况。现在，随着国产HPV疫苗得到越来越多认可，从资金到研发，市场也越发清晰起来。

首获世卫组织预认证
根据相关规则，只有通过世卫组织认证
的疫苗，才有机会进入海外市场，供联合国系
统采购。国家药监局称，这次馨可宁2价人乳
头瘤病毒疫苗通过世界卫生组织预认证，也
成为了第六个通过预认证的中国国产疫苗，
标志着中国疫苗产品的监管、研制和生产体
系及产品质量获得了国际上的广泛认可。
据了解，“馨可宁”由万泰沧海和厦门大
学合作开发，针对16型和18型宫颈癌感染，适
用于9-45岁的女性，保护率达到84.5%以上。
该疫苗于2019年12月30日获得国家药品监
督管理局批准取得药品注册批件，是首支国
产宫颈癌疫苗。
万泰沧海为万泰生物的全资子公司。公
开资料显示，万泰生物是从事体外诊断试剂、
自动化检测设备、疫苗研发生产及销售的高
新技术企业。现已发展成为国内领先、国际知
名的体外诊断试剂和疫苗研发龙头企业。对
于本次获得认证以及HPV疫苗的研发情况，
北京商报记者联系了万泰生物方面，但截至
发稿还未收到回复。
目前，明确开发被验证有效且安全的
HPV疫苗有三类，分别是2价、4价和9价，
“价”数越高，意味着对抗病毒的能力越高。
疫苗专家陶黎纳介绍，目前在通过世卫组织
预认证的疫苗中，一共有4款宫颈癌疫苗，分
别是GSK公司的2价宫颈癌疫苗、默沙东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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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4价、9价疫苗以及厦门万泰的2价宫颈
癌疫苗。
虽然目前我国研发上市的只有2价疫苗，
但厦门大学透露，该校研制的第二代宫颈癌
疫苗（9价）正在开展三期临床试验。与此同
时，科研人员正在研制全球首个第三代宫颈
癌疫苗（20价），保护率可达99%以上，目前已
取得关键技术突破。

超过10亿支的市场缺口
宫颈癌是世界范围内公认的威胁妇女健
康的主要“杀手”，位居2020年全球女性癌症
发病率和女性癌症死亡率第四位，但也是唯
一病因明确，可防可控的癌症。我国人口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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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宫颈癌患者人数占全球患者总人数的
18%，2020年我国宫颈癌新发病例11万例，死
亡病例近6万例。
面对女性谈之色变的健康杀手，该如何
有效去预防宫颈癌？2020年11月17日，世界
卫生组织发布了《加速消除宫颈癌全球战
略》，《战略》 中提到消除宫颈癌的三个关
键措施，分别是HPV疫苗接种、癌前筛查
和早期诊断治疗。三项措施相结合，可更有
效地预防和减少宫颈癌的发生及死亡。此
外，战略还设定2030年HPV疫苗接种覆盖
率达90%。
但在我国，接种比例远远不够，打不上、
抢不到是常态。一位叫雅萱的女士对北京商
报记者表示，自宫颈癌疫苗上市以来就想接

种。去年她开始在所在社区排队，系统显示，
她排到2023年8月后了。
而整个HPV疫苗市场也处于供不应求
的状态。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数据显
示，2017年我国HPV疫苗签发量146万支，
2018年为700万支，2019年1-11月为870万
支，其中2价HPV疫苗签发量达170万支，4价
HPV批签发440万支，9价260万支。按照3.56
亿适龄女性、每人3针计算，市场缺口超过10
亿支。

国产替代进口趋势明显
在陶黎纳看来，宫颈癌疫苗市场失衡背
后一个重要原因是供货商一家独大，其产能

与放量决定着市场的供应情况。现阶段，默沙
东和GSK两家外资企业垄断了中国整个HPV
疫苗行业。
但随着国产疫苗的发展，这个局面或许
将会被打破。根据万泰生物2020年年报，“馨
可宁”2020年5月在国内获批上市，去年批签
发总量达到246万支，占国内约16%的市场。
这也让GSK的2价HPV疫苗销量下滑66%，去
年批签发量仅为69万支。
产量以外，价格也是国产疫苗的优势。馨
可宁的定价为329元/ 支，9-14岁女性只需要
接种2针，15-45岁女性接种3针，接种总花费
在650-1000元不等。目前，我国鄂尔多斯、厦
门、济南等地还相继试点了HPV疫苗免费接
种。而相较之下，GSK的2价HPV疫苗单支接
近600元。陶黎纳也表示，相对于进口的2价、4
价和9价HVP疫苗，国产的2价疫苗预约更方
便、价格也更亲民。
需求已然预示了市场前景。此前，万泰生
物就曾披露HPV疫苗的收入。数据显示，
2020年度2价HPV疫苗销售收入为6.93亿元，
占总收入的29.44%。而到了今年上半年，万泰
生物营收为19.64亿元，同比增长132.78%。
其中，疫苗板块的收入达到7.79亿元，营
收占比提升至40%。虽然半年报并未公布“馨
可宁”具体销量，但提及2价HPV疫苗在今年
上半年贡献主要业绩增长。
如今伴随着我国创新药红利政策不断落
地，研发HPV疫苗的本土企业日益增多。除了
万泰生物外，国内还有十余家企业正在开展
HPV疫苗的研究，多只产品已经进入临床试
验阶段。
今年6月，沃森生物曾发布公告称，其控
股子公司上海泽润已向国家药监局递交2价
HPV疫苗的上市申请。近日，沃森生物在投资
者互动平台表示，公司2价HPV疫苗申报生产
的相关工作在按程序持续推进中，目前正处
于审评阶段。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赵天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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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爱综艺别
“恋爱脑”
杨月涵
从明星到素人，再到如今的“母胎
SOLO”，恋爱综艺正试图在已经接近
饱和的市场里寻找新的细分赛道。
10月26日，优酷的一则“首档聚焦
‘母胎SOLO’的约会观察类真人秀”招
募令在一众吐槽声中登上了热搜。节目
的关键词没有激起多大的水花，反倒是
对于纯素人的质疑，做好背景调查的
“警告”占据了不少的篇幅。
四年前，《心动的信号》一炮走红，
作为国内素人观察类恋爱综艺的开山
鼻祖，很快引来众多模仿者。类似的综
艺如雨后春笋，明星+素人，素人+素
人，花样不断。但四年来，节目后被曝各
种隐私丑闻，也让恋爱综艺的素人嘉宾
屡屡翻车。
流量和资本扎堆谈“恋爱”，并不难
理解。综艺市场说小不小，但也确实说
大不大。互联网的发展让综艺市场摆脱
了早期单线条的纯娱乐节目或是竞猜
节目，于是争议与话题齐飞的脱口秀、
真人秀、养成类爆发，一个爆款就容易
引来众多效仿者。
长久的凝聚力有限，爆款的综N代
尚且难逃受众的审美疲劳，更何况同题
竞争的节目多了，也不免流于同质化。
综艺生意也需要找新的流量。聚焦
“母胎SOLO”人群是个办法，“反恋爱”
而行制作离婚综艺也是个办法。但无
论是纵向的细分赛道，还是横向反向
的出其不意，“婚恋”似乎都是目前来
看性价比最高的选择，话题度又高，争
议性又强。
情感类的节目有其自身的市场。时
代的变迁，生活水平的提升，思维方式
的转变，让恋爱、结婚、生子不再是特定

时间里的特定选项。这里面有社会的因
素，也有个人的选择。离婚率背后的隐
忧，都市青年恐婚情绪蔓延，让单身情
绪引起共鸣，也成为社会现象。
于是恋爱综艺就成了号称2.4亿单
身青年的情感出口。有人说，恋爱综艺
就像升级版的偶像剧，既虚构了一场
甜甜的恋爱，又隐藏着现实里的戏剧
与冲突。
回应诉求，或是解答疑惑，恋爱综
艺兼顾了真人秀的性质，衍生出强力
的共情感：与其劳心费力谈一场不知
结局的恋爱，不如隔着屏幕感受别人
的喜怒哀乐，这种替代性满足也不失为
一种经历。
更何况，在“嗑学”盛行的年代里，
在恋爱综艺里嗑CP的快乐，老早就已
超过了现实的柴米油盐。“我可以单身，
但我嗑的CP必须成真。”调侃之下，市
场的流量密码就出来了。
如何顶住竞争的压力，将财富最大
化的问题，让恋爱综艺忍不住铤而走
险。点击量的诱惑之下，狗血的四角恋，
有意无意“剧本杀”，刻意剪辑的冲突，让
观察类节目逐渐跑偏。节目之下，素人嘉
宾的翻车，渣男实锤的走向，甚至“节目
情侣”的分分合合，分道扬镳，都让综艺
节目最后落得一地鸡毛。
谁也不指望恋爱类节目有多正经，
却也从不希望恋爱类综艺到最后沦为
以抓马、低智、低俗为核心的纯粹娱乐。
吐槽大会里，李若彤劝杨笠，谈恋
爱可以，但千万不要做恋爱脑。对恋爱
综艺来说也是一样，做节目可以，但也
别“恋爱脑”上头，无限放大恋爱里的修
罗场。

二手车出口成“潜力股”商务部支招促发展
有序扩大二手车出口是加快国内汽车消
费升级、畅通汽车产业国内国际双循环、推动
外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10月26日，商
务 部 发 布 《中 国 二 手 车 出 口 国 别 指 南
（2021）》（以下简称《指南》），从国内政策、市
场、企业、产品、流程等维度总结梳理了当前
我国二手车出口业务发展情况，并分析经验，
指出二手车企业正探索多元化出口模式。商
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表示，我国二手车出
口面临诸多有利条件，未来发展潜力很大，前
景可期，未来将采取一系列举措促进二手车
出口健康可持续发展。

海外市场潜力大

手车交易限制比较多。在此背景下，国外市场
二手车交易限制较少，这也使得国外二手车
市场非常火爆。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我国主要的二手
车出口市场。据《指南》分析，当前，“ 一带一
路”沿线等国家和地区普遍处于经济发展的
上升时期，正在大力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在道
路、桥梁、矿产、农林等方面对牵引车、自卸车
等需求较大。同时，对垃圾车、扫地车、救护
车、消防车等特种车辆也有较大的进口需求。

探索多元化出口模式

《指南》提出，长期来看，随着我国二手车
出口配套服务不断优化，商业模式持续创新，
今年，随着进出口贸易持续恢复，我国二 企业开拓市场能力不断增强，产品竞争力和
手车出口也可谓量价齐升。根据 《指南》， 品牌知名度不断提升，海外营销和售后服务
2021年上半年，我国二手车出口量和出口金 网络日趋完善，我国二手车出口有望放量增
额分别同比增长1.4倍和3.3倍，平均单价达到 长，出口潜力较大。
9430美元，比2020年增长近一倍。
截至今年9月，我国二手车出口企业共
庞大的汽车保有量和二手车交易量，以 计139家，涵盖二手车交易市场、经销企业、
及更多高性价比的车辆、更丰富的车型为我 二手车电商平台、平行进口企业、主机厂相
国二手车出口提供了充足的车源。
关企业等。二手车出口金额前10名的企业累
截至2021年6月，我国汽车保有量2.9亿 计出口金额达5048.2万美元，占总出口金额
辆 ， 其 中 新 能 源 汽 车 保 有 量 603万 辆 ， 的73.3%。
2018-2020年新能源汽车销量连续三年超过
2019年4月26日，商务部、公安部、海关
100万辆。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影响，2020年我 总署三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支持在条件成
国二手车交易规模有所回落，但全年交易量 熟地区开展二手车出口业务的通知》，支持在
仍达1434.1万辆，交易金额8888.4亿元。随着 北京、天津、上海等10个地区开展二手车出
公共领域电动化、重点地区提前淘汰国三及 口业务，严格甄选出口企业。蜗牛货车网（山
以下排放标准营运柴油货车等政策推进实 东）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就成为了首批获得二
施，大量车况良好而又有很大海外市场需求 手车出口资格的企业，如今，该公司的出口金
的车辆被提前淘汰。
额已经达到1476.4万美元，位列第一。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
二手车企业也在积极探索多元化的出口
院长、教授盘和林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 模式。目前，我国二手车出口企业主要通过与
时表示，国内具备二手车交易的基础环境，二 海外代理商合作的方式出口二手车，海外代
手车交易各要素都比较完备，交易效率很高。 理商提出车辆需求，国内二手车出口企业采
不过，国内当前汽车市场繁荣，更新需求旺 购车源，然后出口至目标国代理商。还有一些
盛，尤其是新能源对燃油车的淘汰，使国内二 企业尝试与当地企业合作，将二手车出口至

目标市场，通过开展网约、公交、租赁等运营
方式探索“出口+运营”的二手车出口模式。

政策加码试点扩大
近年来，我国推动二手车出口的政策不
断。去年11月23日，商务部、公安部联合印发
《关于扩大二手车出口业务地区范围的通
知》，新增河北省唐山市、山西省太原市等20
个市州，加上首批10个省市，全国开展二手
车出口业务的地区达到30个，覆盖25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
不过，我国二手车出口尚处于起步阶段，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更是面临着越来越
多的挑战。《指南》指出，各国为应对疫情陆续
加强了入境管制，采取禁止人员入境、暂停颁
发签证、暂停国际航班等措施，导致我国二手
车出口企业难以奔赴目标国开展海外市场拓
展和商务洽谈。同时，各国对入境船舶和货物
实施严格的防控措施，运输航线大量减少甚
至停航，海运成本大幅增加，给二手车出口企
业带来很大挑战。
“二手车出口的难点，其一是退税，其二
是二手车过户问题，其三是跨境平台市场拓
展存在难点。其中比较迫切需要解决的是迁移
过户问题，要扩大试点企业数量。”盘和林表
示，
“二手车市场能够让旧车辆物有所值，处置
效率上要高于车辆报废。所以，可以扩大试点
范围，同时对二手车电商平台的跨境业务进
行试点，推动更高效的跨境二手车交易。”
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指出，商务部
将制定发布二手车出口质量行业标准，杜绝
不合格二手车出口，研究制定全国统一的企
业准入标准，建立动态考核退出机制；总结推
广已开展二手车出口地方的好经验好做法，
出台相关促进政策；并将继续编制发布《中国
二手车出口国别指南》，支持企业建设境外售
后服务体系，指导二手车行业组织加强行业
自律。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吕银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