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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信”进口疫苗毫无必要

我国已建立覆盖疫苗全生命周期的监管体系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吉蕾蕾

自1978年实施免疫规划以来，我国已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

能够依靠自身能力解决全部计划免疫疫苗的国家和地区之一，基本

覆盖了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所有重点疫苗种类。不仅国产和进口的

同种疫苗，在质量标准、安全性和使用上没有明显差别；而且国产

疫苗已得到世界认可，并走出国门——

最近，九价 HPV 疫苗 （预防宫颈
癌的九价人乳头状瘤病毒疫苗） 在我
国内地上市的消息引发高度关注。我
国疫苗产业发展情况如何、疫苗质量
是否安全、国产疫苗与进口疫苗在质
量水平上是否存在差距？记者就这些
问题采访了国家药监局相关负责人和
行业专家。

国产疫苗成接种主流

疫苗是预防、控制传染病发生和流
行，用于人体预防接种的生物制品，对
保障人类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自 1978 年我国开始开展儿童计
划免疫工作以来，至今已整整 40 年，涵
盖了 12 种疫苗可预防疾病，基本覆盖
了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所有重点疫苗
种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
划首席专家王华庆介绍，从 4 苗防 6 病
到 14 苗防 15 病，我国终结了天花，实
现了无脊髓灰质炎状态，控制了乙肝、
麻疹、白喉、百日咳、破伤风、乙脑等疾
病的传播，疫苗的普及极大降低了传染
病发病率和死亡率。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数据显示，
自 1978 年实施免疫规划以来，每年我
国麻疹发病人数从最高峰 900 万例下
降到 2017 年不到 6000 例；流脑发病人
数从最高峰 300 万例下降到 2017 年不
到 200 例；乙脑发病人数则从最高峰
20 万 例 下 降 到 2017 年 1000 例 。 自
1992 年我国开始接种乙肝疫苗至今，
超过 8000 万名儿童免于乙肝感染，5
岁以下儿童慢性乙肝病毒感染率降至
0.5%以下。

“我国计划免疫工作主要依靠的是
国产疫苗。”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生检所副所长徐苗表示，当前国产疫苗
占全国实际疫苗接种量的 95%以上。

与此同时，我国疫苗企业研发和生
产能力不断提升。国家药监局疫苗生
产监管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是世界上
最大的疫苗生产国，共有 45 家疫苗生
产企业，可生产 63 种疫苗，预防 34 种
传染病，年产能超过 10 亿剂次，是世界
上为数不多的能够依靠自身能力解决
全部计划免疫疫苗的国家和地区之一。

不必迷信进口疫苗

“国产和进口的同种疫苗，在质量
标准、安全性和使用上没有明显差别。”
针对有些人认为国产疫苗质量不可靠、

“迷信”进口疫苗，王华庆表示，无论是
国产疫苗还是进口疫苗，都必须严格按
照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要求，严格开
展上市前临床研究，生产符合 GMP 要
求，每批疫苗经过严格批签发检验合格
后才能上市使用。

换言之，我国所有上市疫苗必须符
合国家药品标准，包括《中华人民共和
国药典》和药监部门颁布的国家药品标
准。在我国上市的药品，无论国产或进
口，在其有效期内各项安全性和有效性
指标均不得低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药
典》要求。在满足药典标准要求的同
时，每个企业的每一种疫苗都有注册标
准以及唯一的注册标准编号，疫苗生产
企业必须执行注册标准。

“我们每年对疫苗产品的关键指标
开展质量趋势分析评估，适时在业内通
报，激励企业不断提升疫苗质量。”中国
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副院长王佑春表
示，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疫苗生产国
和使用国，多年来在疫苗研发、生产和
质量控制方面不断积累经验，疫苗质量
标准也不断提高。

从疫苗研发、生产、上市到接种，每
个环节的质量安全都一直是我国药品
监管的重点之一。特别是 2016 年 3 月
份山东济南非法经营疫苗系列案件发
生后，疫苗流通环节引起监管部门高度
关注。为此，国务院组织修订了《疫苗
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并将第二
类疫苗的经营方式改为由省级疾控机
构统一在各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招标
采购，以有效遏制疫苗的渠道外销售；
同时，要求使用“全程冷链不断链”和

“全程监测并记录”来最大限度地保障
疫苗流通质量安全。

为了解上市疫苗质量状况，及时发
现质量问题和隐患，并采取相应风险控
制措施，国家药监部门近年来对部分疫
苗开展了评价性抽检，从生产、流通和
使用 3 大环节抽取疫苗产品，实施质量
检验和结果分析。截至目前，共抽检疫
苗产品 944批次，合格率为 99.6%。

水平得到世界认可

国家药监局药化监管司调研员郭
秀侠表示，随着监管日趋严格，近年来
我国已上市疫苗的质量标准均达到世
界卫生组织的要求，部分品种关键指标
甚至高于欧美要求。

在完善的疫苗质量管理体系基础
上，国家疫苗监管涵盖了 6 项职能：上
市许可、上市后监管（包括接种后不良
反应监测）、批签发、实验室管理、监管
检查和临床试验监管，覆盖了从疫苗研
发到使用的各个环节。早在 2011 年，
中国疫苗监管体系就通过了世界卫生
组织的国家监管体系评估，“该评估既
是对一个国家疫苗监管机构能力的全
面考量，也是该国疫苗生产企业申请世
界卫生组织产品预认证并进入国际采
购渠道的基础和前提。”王佑春说。

据了解，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生产
的乙型脑炎减毒活疫苗、北京北生研生

物公司生产的口服Ⅰ型Ⅲ型脊髓灰质
炎疫苗、华兰生物公司生产的流感疫
苗、北京科兴生物公司生产的甲型肝炎
灭活疫苗等国产疫苗均先后通过了世
界卫生组织预认证，并被纳入联合国儿
童基金会、全球疫苗免疫联盟采购计
划，开创了中国疫苗迈出国门的先河。

国产疫苗在得到国际认可的同时，
在研发生产方面也从未停歇。其中，国
产肠道病毒 71 型灭活疫苗（手足口病
疫苗）、重组戊型肝炎疫苗均为全球首
创。以国产肠道病毒 71 型灭活疫苗

（手足口病疫苗）为例，2008 年至 2015
年，我国报告手足口病约 1380 万例，其
中重症病例约 13 万例，死亡 3300 多
人。针对这一重大疾病，我国企业争分
夺秒地开展疫苗研发工作。2015 年，

世界上唯一用于预防严重手足口病的
创新型疫苗国产肠道病毒 71 型灭活疫
苗问世，受到世界关注。

王佑春表示，目前，我国已建立起
覆盖疫苗“研发—生产—流通—接种”
全生命周期的监管体系，上市疫苗全部
实 行 国 家“ 批 签 发 ”管 理 。 据 统 计 ，
2017 年我国疫苗批签发企业中，国内
企业 39 家，国外企业 6 家；去年国内使
用的 50 种疫苗中，46 种疫苗国内企业
均可生产供应，只有 4 种疫苗由国外进
口，包括 HPV 两价疫苗、HPV 四价疫
苗、13 价肺炎疫苗和百白破+脊灰灭活
疫苗+b 型流感嗜血杆菌联合疫苗（五
联疫苗）。“这 4 种疫苗尽管国内企业还
没有产品上市，但都在研究中。”王佑
春说。

防控季节性流感新疫苗获批

我国首条支持全柔显示技术的AMOLED面板生产线投产

“大智移云”成为河北廊坊新引擎
本报讯 记者宋美倩、通讯员张迪 孙亚安报道：5月

中旬，投资总额 300 亿元的第 6 代全柔 AMOLED（有源矩
阵有机发光二级体，被称为下一代显示技术）生产线在位于
河北省廊坊市的维信诺固安基地启动运行，这是我国首条
支持全柔显示技术的 AMOLED 面板生产线。据介绍，该
项目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技术性能位居世界前列，达产
后每年可满足 9000 万部智能手机屏幕的生产需求，将为
廊坊市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千亿元高端制造产业集群打
下坚实基础。

据了解，以“大智移云”（大数据、智能制造、移动互联
网、云计算）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廊坊市转型发展
的新引擎。在 2017 年廊坊市实施的 33 项省重点项目和
100 项市重点项目中，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分别达 51.5%
和 36%；其中 11 项新开工的省重点项目完成投资 265 亿
元。2017年，廊坊高新技术产业实现增加值215.3亿元，同
比增长9.9%，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速7.3个百分点。

同时，廊坊市精心布局，形成了北、中、南部3大产业聚
集带，一大批“高精尖”企业先后落户。例如，位于香河开发
区的机器人产业港运营 3 年来，聚集了安川都林、美国
ATI、德国尼玛克等 80 多家国内外机器人企业，其中超过
50家企业已经投产。2016年以来，廊坊市还坚持以“数字
化车间”和“智能工厂”建设为抓手，大力提升企业智能制造
水平，累计支持 30 多家企业实施了“机器换人”智能化改
造。此外，企业云服务平台注册用户达2305家。

本版编辑 杜 铭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以下简称
“我分公司”）拟对所持有的佛山托斯卡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等四户资产包（编号：COAMCSZ-TSKN-201801）进行处置，
特发布此公告。

本资产包总金额为137350.4万元，包含债权4户，涉及本金
88232.5万元，利息49117.8万元，无抵债资产（包内债权金额的截
止日为2018年4月30日），主要资产分布在广东、贵州、河南等省。

具体分布见下表：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我分公司不对其承担任
何法律责任。我分公司可能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对资产包内的
项目和处置方案作适当调整。如有调整，调整结果将按照有关规
定履行告知义务。

如需了解有关本次交易资产包内每项资产的详细情况请登
录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对外网站www.coamc.com.
cn查询,或与交易联系人接洽。

本资产包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外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
人或者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
财务状况良好的条件，交易对象不得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
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
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
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
人；以及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
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
人员。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分公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
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
限为自发布之日起至2018年7月10日。
联系人：吴小姐 联系电话：0755-82211260
电子邮件：wuwenjie@coamc.com.cn
通讯地址：深圳市罗湖区建设路 2016 号南方证券大厦 A、B 栋
18楼
邮编：518001
对排斥、阻挠异议或征询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66507082（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监
察审计部） 0755-82215576（我分公司纪检监察部门）
监督管理部门：财政部驻(深圳)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电话：
0755-88318989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
电话：0755-88285111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至2018年7月10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
2018年6月12日

序号

1

2

3

4

债务人

佛山托斯卡纳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利海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郑州利海农业有限
公司

河南利海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合计

资产分布地区

广 东 省 广 州
市、佛山市、贵
州省贵阳市

-

河南省中牟县

河 南 省 郑 州
市、中牟县

债权资产
（本金，人民币/万元）

35,233.50

23,000.00

11,999.00

18,000.00

88,232.50

抵债资
产

无

无

无

无

金额占
比

39.93%

26.07%

13.60%

20.40%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关于佛山托斯卡纳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等四户(COAMCSZ-TSKN-201801)资产包的处置公告

（打包处置资产项目）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东方深
圳市分公司”）拟以公开竞争性出售方式处置以下资产（以下称为“标的资产”），
资产编号：FSGM201803。

对广东省境内佛山市昌泰发展有限公司等10户债务人所享有的债权
及其附属担保权益，该等债权及其附属担保权益的所有人为中国东方深圳
市分公司，截至 2018 年 03 月 07 日，该等债权项下未偿本息合计人民币
72777.27万元，其中未偿本金人民币70606.3万元，未偿利息人民币2170.97
万元；标的资产具体情况请登录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网站www.
coamc.com.cn查阅。

特别提示：标的资产信息仅供投资者参考。就标的资产项下各笔债权及
其附属担保权益的合法有效性及时效，以及债务人、担保人现状等，请投资者
自行调查及判断，中国东方深圳市分公司对此不作任何保证。

标的资产的意向投资者须为具有相应购买能力的、在中国境内依法注
册并存续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或中国境内自然人（不包括台港澳籍、
外国（地区）籍自然人）。投资人不得为中国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
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以
及参与本次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和财务顾问等中介机构人
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参与标的资产处置的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或者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
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的直系亲属。本资产包内的债务人、担保人和债务人、
担保人的关联方，不允许参与本次交易。

如投资者有意向了解有关标的资产的情况、注册程序、交易时间表等详
情，请登录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网站www.coamc.com.cn，阅读
标的资产的《资产包公开竞争性出售交易邀请函》全文。

任何对标的资产处置交易持有异议者均可提出意见和/或异议。欢迎社
会各界向中国东方深圳市分公司提供债务人及担保人的资产线索和其他相
关情况。
标的资产处置交易的联系人如下：

（1）中国东方深圳市分公司联系人：吴小姐 电话：0755-82215584
地址：深圳市罗湖区建设路2016号南方证券大厦A座18搂
对排斥、阻挠异议或征询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66507082（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监察部）
0755-82215576（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
监督管理部门：财政部驻深圳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电话：0755-88318989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 电话：0755-88285111

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本公告有效期限自公告之日起至2018年06
月21日止。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

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二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
公开竞争性处置不良资产包公告

交易编号：COAMC-SZ-2018-FSGM201803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以下简称“我分公司”）

拟处置所持有中国深圳对外贸易（集团）有限公司股权及相关权益，特发布
此公告。

中国深圳对外贸易（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该公司”）为一家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的公司，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对该有
限责任公司出资人民币62701万元,占比70.09%，现拟向合格投资者转让
所持有的全部或部分股权及/或相关权益。

该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89459万元，属贸易、物业经营管理行业，企业
地址为深圳市罗湖区中兴路239号外贸集团大厦7-8层，经营范围为经营
外贸部(92)外经贸管体审证字第43014号规定的进出口业务；开展补偿贸
易业务；经营对外贸易业务；经营转口贸易：项目投资；咨询服务、展览、技
术交流业务；自有物业的经营与管理。与主营项目有关的公路货运、仓储、
保税仓、报关，按深府办复[191]233号文规定范围内的房地产开发经营等，
产量/产能较优,企业经营情况正常。

该股权资产的交易对象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如下条件：

1.财务状况良好，具有足够支付能力；
2.其他特别要求：无。
交易对象不得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

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
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
融机构法人；以及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
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分公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
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至2018
年7月11日。
联系人：曾女士 杜先生 联系电话：86-755-82215453 82211297
电子邮件：zengzhi@coamc.com.cn
通讯地址：深圳市罗湖区建设路2016号南方证券大厦A、B座18楼
邮编：518001
对排斥、阻挠异议或征询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66507082（我公司总部纪检监察部门）0755-82215576（我
分公司纪检监察部门）0755-88318989（财政部驻深圳财政监察专员办事
处）0755-88285111（中国银保监会深圳监管局）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至2018年7月11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
2018年6月12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
关于中国深圳对外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70.09%股权资产的处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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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铁路总公司混改

第一单落地，铁总将与腾讯、吉

利合作，共同建设动车Wi-Fi平

台。这是首次通过产权交易方式

引入社会资本发展动车网络，除

了混改破冰意义外，此次股权转

让更体现了一个思路：只有找专

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才是最为合理

高效的，才能获得“双赢”。

近年来，我国铁路特别是高

铁异军突起，老百姓对出行服务

的要求也是水涨船高：从能上车

到要有座再到坐得舒服，从有吃

有喝到吃得精细再到路上不无聊

……铁路部门不再仅仅是一个运

输企业，而变成综合服务机构。

具体到此次Wi-Fi平台建设

上，高铁旅客创造的流量催生出

交通 Wi-Fi 的需求“蓝海”，搞

好Wi-Fi平台建设成为铁路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的现实需求。高铁

高频次、稳定、封闭的特点也将

进一步凸显流量价值，有望成为

Wi-Fi 非常优质的运营场景 ，

Wi-Fi也成为构筑高铁竞争新优

势的重要手段。

铁路部门也关注到了这种需

求。早在去年6月份，高铁覆盖

Wi-Fi开始逐步实施，目前京沪

高铁“复兴号”已实现了Wi-Fi

全覆盖。未来铁总还要将Wi-Fi

全覆盖推广到全部的高铁。

但智能网络领域不是铁路部

门所擅长的，引入社会资本和专业化公司，能够让该业务

更快速起步。比如此次引入的腾讯和吉利，前者是世界知

名的科技型企业，在社交网络等领域有技术优势；后者是

大型民营汽车企业，在交通出行、智能生态和用户体验方

面积累了丰富经验。与他们合作，能够充分发挥各方优

势，为旅客提供更优质的Wi-Fi服务。铁路部门也能腾出

更多精力、资金投入到主业，进一步加快铁路建设步伐。

同时，此次股权转让也是做大蛋糕吸引社会资本进入

铁路领域的创新之举。铁路混改之所以进展较慢，一个重

要原因是铁路负债较重，盈利前景不明朗，社会资本有顾

虑。其实，铁路部门的“家底”不光是那点路网资产，沿

线待开发土地，大数据的开发与应用，与互联网、物联网

及现代物流的深度融合与共享等，都是有待开发的巨大

“金矿”。在这些领域率先开展混改，强强联合，能够有效

吸引社会资本，加快改革步伐。

本报北京6月11日讯 记者吉蕾

蕾报道：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近日分别
批准华兰生物疫苗有限公司、长春长生
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四价流感病毒
裂解疫苗的生产注册申请。这意味着
四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在我国获批上
市，并将与三价流感疫苗一起，对我国
防控季节性流感疫情发挥重要作用。

去年底至今年初，全国各地流感疫
情明显增高，研发使用四价流感疫苗因
此成为疾病防控的迫切需求。

记者了解到，之前我国市场上的流
感疫苗均为三价流感疫苗。此次获批
上市的四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除包含
普通三价流感疫苗的A1、A3、BV型病

毒外，还包含 BY 型流感病毒，这也是
2017 年至 2018 年我国流感季流行的
主要病毒株。该疫苗通过采用世界卫
生组织推荐的流行毒株，经过鸡胚孵化
培养收获病毒，结合灭活疫苗生产工艺
制备而成，主要用于预防3岁及以上人
群流感病毒的感染。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作为我国首个上市的四价流感疫
苗，为全面评估该创新疫苗的安全性及
有效性，药品监管部门通过采取全程跟
进、开放审评、前瞻指导、程序联动等方
式，在充分借鉴国内外创新药品研发、
评价经验基础上，严格把关，确保了注
册工作的科学、客观、高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