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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防治有了新的目标。9月

23日，国家卫健委官网发布《健康

中国行动——— 癌症防治实施方案

(2019-2022年)》明确提出，到2022

年，癌症防治体系进一步完善，总

体癌症五年生存率比2015年提高3

个百分点，患者疾病负担得到有效

控制。为此，抗癌药降价、国产疫

苗研发审批提速等一系列政策落地

在即。

促进境外新药

境内同步上市

据国家癌症中心主任赫捷介

绍，截至2015年，我国恶性肿瘤五

年生存率已提升至40 . 5%。提高3个

百分点，也就意味着2022年，总体

癌症五年生存率达到43 . 5%。据介

绍，五年生存率是指某种肿瘤经过

各种综合治疗后，生存五年以上的

比例。

当下，国内抗癌药新药少、价

格高一直是并列的两大难题。对

此，《方案》提出，加快境内外抗

癌新药注册审批，促进境外新药在

境内同步上市，畅通临床急需抗癌

药临时进口渠道。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副院

长王绿化表示，此前肿瘤防治以往

多是专业领域在重视，本次提出癌

症防治行动代表政府的重视，出台

了系统化顶层设计，明确了个人、

家庭、社会、政府协同推进的实际

行动，是我国进行癌症防治的路线

图和施工图。

因历史原因，2015年，滞留在

药审中心的药品临床试验和上市等

方面的申请积压高达2 . 2万件，而

2014年药审中心技术审评人员仅89

名。至2017年的过去十年里，29个

已经在欧美获批新药在中国的上市

时间平均延迟5-7年。

2018年，药审中心受理新注册

申请共7336件，但其拨款却有降无

增。记者查阅过去五年国家药监局

部门预算发现，其2019年一般公

共预算拨款为141667 . 73万元。相

比2018年，中央财政拨付资金减

少6亿元，降幅高达30%。

去年以来，国家药监局已采

取“审批绿色通道”等多重方式

加快境外新药在国内上市，经申

请人研究认为不存在人种差异

的，还可提交境外取得的全部研

究资料等直接申报上市。在去年

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的48个新药

中，18个是抗肿瘤药，其中有13

个为进口新药。

在降低抗癌药价格方面，

《方案》要求，推动将临床急

需、必需且金额占比大、用药负

担重的抗癌药实现仿制药替代。

完善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

制，将符合条件的抗癌药物按程

序纳入医保药品目录，适时开展

药品集中采购，保障临床需求，

降低患者负担。

实际上，自去年以来，国内

抗癌药价格已经实现了一轮大幅

下降。去年10月，17种抗癌药纳

入医保，最高降价超70%；去年

底，4+7带量采购中选结果出炉，

25个药品平均降幅52%；而就在9

月24日，第二轮带量采购的药价

结果正式公布。

加快国产HPV疫苗

审评流程

除对整体抗癌药审批、降价

做出规定外，《方案》还提到，

到 2 0 2 0 年，农村适龄妇女“两

癌”筛查县区覆盖率达到80%以

上。其中，针对宫颈癌预防，要

求加强人乳头瘤病毒疫苗(HPV)接

种的科学宣传。加快国产HPV疫

苗审评审批流程，提高HPV疫苗

可及性，并通过价格谈判、集中

采购等方式，推动HPV疫苗供应

企业合理制定价格，探索多种渠

道保障贫困地区适龄人群接种。

据悉，在国内上市的HPV疫

苗，包括葛兰素史克2价、默沙东

4价和9价HPV疫苗，均为进口疫

苗。国内企业研发的HPV疫苗均

处于或即将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尚未投入市场。

其中，由厦门万泰沧海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申报的2价宫颈癌疫

苗进展较快，丁香园Insight数据

库查询显示，该疫苗曾于2018年7

月完成审评。截至2 0 1 9年1月2 8

日，厦门万泰沧海的2价HPV疫苗

已完成了药学、药理毒理、临床

的全部审评，有望很快获批上

市。

此外，今年初，由国药中生

生物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

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和

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

司联合申报的11价疫苗获得国家

药监局颁发的临床试验批件。值

得注意的是，11价HPV疫苗获得

的是临床试验默认许可。

去年7月发布的《关于调整药

物临床试验审评审批程序的公

告》，提出我国药物临床试验审

评审批制度正式由审批制变为到

期默认制。同时明确，“在我国

申报药物临床试验的，自申请受

理并缴费之日起60日内，申请人

未收到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否

定或质疑意见的，可按照提交的方

案开展药物临床试验”。

而根据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

心首席科学家何如意的介绍，此前

临床试验受理时长平均为10个月。

减少烟草消费抗肺癌

与此同时，国家癌症中心数据

显示，肺癌位居癌症发病首位，全

国每年发病约78 . 1万人，占各类型

癌症的比重达到20 . 55%。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肿瘤科

主任王彩莲指出，80%以上的肺癌

被认为是由于吸烟而引起，吸烟者

患肺癌的几率比不吸烟者高10倍以

上。

对此，《方案》提出，积极推

进无烟环境建设，努力通过强化卷

烟包装标识的健康危害警示效果、

价格调节、限制烟草广告等手段减

少烟草消费。

“实施烟草控制是重塑健康型

发展之路的重要选择。”国家行政

学院教授许正中表示，从成本效益

的角度来看，吸烟既严重危害健康

并可直接导致多种慢性病，又是增

加社会疾病负担的重要因素；从经

济结构的角度来看，通过多种手段

调节烟草消费，也符合国家的长远

利益和发展目标。据不完全统计，

北京、上海、深圳、杭州、天津等

全国24个城市已经采取了控烟行

动。

提高烟草税收与烟草价格被认

为是各类烟草控制政策中最为有效

的工具。2015年5月10日起，中国

开始提高烟草税，卷烟批发环节从

价税税率由5%提高至11%，并按

0 . 005元/支加征从量税。

然而，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全

国控烟调查报告显示，虽然提高了

烟草税，但是吸烟者对卷烟的购买

能力增加，卷烟变得越来越“便

宜”。50%的吸烟者购买1盒卷烟的

花费不超过9 . 9元。城市为10元，

农村为8 . 4元。据此推算，购买100

盒卷烟的花费占同年人均国内生产

总值的比例为1 . 5%，与2015年相比

有所下降，吸烟者对卷烟的购买能

力不降反升。

卷烟支付能力的持续增长，

说明中国仍有较大空间来提高烟

草税与烟草价格。对外经贸大学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郑榕呼

吁，中国应考虑持续定期提高烟

草税，以促进烟草控制和公共卫

生。经济增长、居民收入增长也

会削弱税收和价格手段对烟草消

费的控制力。

电子烟成为了继传统烟草之后

又一颇具争议的消费形式。“没有

任何证据表明电子烟的危害小于传

统烟草。”北京控烟协会会长张建

枢说道。9月2 3日，有媒体报道

称，电子烟国家标准目前已经进入

发布前最后的批准环节，何时审批

通过、发布都会在近期公布。

(陶凤 常蕾)

卫健委提抗癌新目标 国内新药审批有望再提速

秋风起，蟹脚痒。备受关注

的阳澄湖大闸蟹近日开捕上市，

大闸蟹市场随之开启一场“没有

硝烟的战争”。记者采访发现，

今年大闸蟹消费呈现“诸蟹并

起”格局，除传统的阳澄湖大闸

蟹外，兴化大闸蟹、固城湖大闸

蟹、山东黄河口大闸蟹、盘锦稻

田蟹等纷纷“攻城略地”，消费

者开始回归理性，从追逐品牌向

注重性价比转变。

从“一枝独秀”

到“百花争艳”

2019中国苏州阳澄湖大闸蟹23

日开捕上市，预计全年产量在

1400吨左右。苏州阳澄湖大闸蟹

行业协会新闻办主任姚水生告诉

记者，受惠于高温天数少，水草

肥美，今年阳澄湖大闸蟹个头普

遍偏大，预计4两公蟹和3两母蟹

占比可达五成。

尽管阳澄湖大闸蟹量质齐

升，但记者近期走访发现，市场

独宠阳澄湖大闸蟹的格局正在被

打破，一些其他地区出产的大闸

蟹逐渐“爬上”民众餐桌。

在苏南多家大型超市，以往

高高竖起的“阳澄湖大闸蟹”广

告牌已不多见，取而代之的是来

自江苏、安徽等地的螃蟹。

记者在南京市栖霞区仙林湖

社区某大闸蟹专卖店看到，这里

销售的是来自江苏兴化的大闸

蟹。2两半母蟹售价15元一只，4

两公蟹 2 8 元一只。店老板朱宇

说：“一些客户来了，我请他们

先买两只小的回去试吃，感觉好

再来挑大个儿的。中秋节前后，5

公5母装的，每天能卖几十盒。”

在仙林湖社区农贸市场一家

卖蟹摊位上，未到中午，大闸蟹

已所剩无几。摊主告诉记者：

“我这是固城湖螃蟹，物美价

廉，周边居民都喜欢。”记者采

访时恰逢市民李先生前来买蟹，

他选购了10只三四两的大闸蟹，

总价200元左右。

电商平台同样印证了这一趋

势。记者浏览淘宝网多条评论发

现，眼下消费者已较少询问大闸

蟹产地。一些店铺“掌柜”表

示，太湖大闸蟹、兴化大闸蟹、

固城湖大闸蟹等知名度渐高，已

培育起各自“拥趸”。

阳澄湖大闸蟹

缘何不再“独孤求败”

阳澄湖大闸蟹独领风骚数十

载，而今为何逐渐步入“群蟹并

起”时代？

——— 开捕时间与消费高峰错

位。多位经销商告诉记者，今年

大闸蟹消费首波行情在中秋节前

后，彼时阳澄湖大闸蟹尚未上

市，客观上为其他产地大闸蟹创

造了机会。某企业负责人说：

“中秋节回馈客户，那会儿阳澄

湖大闸蟹还没开捕，不得不选购

其他产地品种。”

——— 消费心理渐趋理性。记

者了解到，由于养殖成本攀升，

且个头普遍较大，今年阳澄湖大

闸蟹价格约有10%的上扬。以一对

4两公蟹3两母蟹为例，售价在160

-180元，价格明显偏高。同等规

格的江苏兴化大闸蟹，价格只有

阳澄湖大闸蟹的一半左右。多位

消费者说：“自家人尝鲜，不追

求名气，好吃就行。”

——— 真假难辨降低选购热

情。虽然品牌保护力度持续加

大，冒牌蟹仍是阳澄湖大闸蟹不

可承受之痛。记者暗访发现，浑

水摸鱼、混淆概念现象屡见不

鲜，部分电商为规避风险，将大

闸蟹品名模糊描述为“阳澄湖镇

大闸蟹”。多位市民及网民认

为，与其花高价买假冒名牌蟹，

不如买货真价实的平价蟹。

协同发展恰逢其时

“阳澄湖大闸蟹”特指苏州

市境内自然形成的113平方公里阳

澄湖水域所产出的，符合一定标

准的大闸蟹。产地涉及沿湖的常

熟市、昆山市、苏州市相城区以

及苏州工业园区4个行政区域。

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地理标

志产品保护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近

期下发《关于网络销售阳澄湖大

闸蟹相关问题的提示函》，界定

阳澄湖大闸蟹和塘蟹概念，明确

取得阳澄湖大闸蟹地理标志产品

专用标志使用权的主体，经保护

办确认，方可在店招、包装盒上

以及宣传用语中使用“阳澄湖大

闸蟹”“阳澄湖”字样。

苏州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

保护处处长钱晓星介绍，产自阳

澄湖周边的池塘，也就是俗称的

塘蟹，尽管养殖用水来自阳澄湖，

但按照规定，不能使用阳澄湖招

牌，在销售时，只能标注“商标+

大闸蟹”字样，并标明产地。

“随着保护力度加大，以及

其他产地大闸蟹品牌的崛起，冒

牌蟹问题会慢慢淡化。”南京蟹

之缘有限公司总经理葛崇德认

为，多元化是消费市场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的方向。

姚水生说，阳澄湖大闸蟹囿

于养殖面积，产量有限，难以满

足日益增长的市场消费需求，希

望更多同行协同发展，把产业越

做越大，越做越好。“目前我们

正在阳澄湖周边水域探索标准化

养殖，提升阳澄湖塘蟹品质。”

(刘巍巍)

大闸蟹消费市场：何以从“一蟹独宠”渐成“百蟹竞放”

新中国成立70周年来，我国二手车市场主

要发展出三类交易模式：主机厂经销商、独立

二手车经销商(大小车商和二手车品牌连锁店)

及私人间之间交易。这三类模式在二手车市场

中的份额分别为：3%，82%，15%。

不难看出，独立二手车经销商是目前国内

二手车的主要渠道，占据八成以上的市场份

额。布局分散、数量众多、规模参差不齐，有

年营业额超过2000万元的经销商集团，也有年

营业额在100万元以下的小经销商。此外，独立

二手车经销商盈利水平也不平均，毛利率从3%

至10%不等。在数量上，中小车商即所谓的

“黄牛”占绝大多数，雇用人数在3人以下的经

销商大约占66%。

以交易环节中的买卖关系区分，二手车交易

则可以分为C2B、B2B、B2C、C2C等几种类型。其

中C2B是个人向商家卖车的途径，以二手车拍卖

模式为主。这种方式中，个人手中的车源可以经

过平台检测给出报告，平台上的商家通过报告在

线或者在拍卖会现场出价竞拍获取车源。这种高

效的模式为个人出售二手车及商家收购二手车

提供了便利，上百名专业买家给出的价格基本符

合车辆剩余价值，卖家也比较容易接受。

B 2 B 交易则是商家与商家之间的“串

货”。由于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区域市场消费

者对于车型的需求不同，各地二手车价格也会

受到多重因素影响而有所差异，所以二手车商

间需要互通有无，B2B二手车交易由此形成。

随着互联网平台和经销商集团的参与，这种模

式正在稳步发展，新型社交工具及短视频网站

等手段也成为B2B二手车交易的媒介。

B2C模式是商家对个人买家的交易形式，

主要是以二手车经纪公司和二手车经销公司为

主体，从事二手车中介和二手车销售经营活动

的模式。众多中小经销商是这种模式的主力

军，由于线下经纪和经销模式对于店面、人

员、库存的资金要求比较高，所以形成了二手

车市场小而散的现状，随着更多主机厂和经销

商对二手车业务的重视，他们将成为这种模式

中不可忽视的力量。目前众多互联网平台可以

被划归为B2C模式，不过它们并没有车源，仍

然要依托于众多的线下二手车经销商。

C2C模式是二手车个人之间的交易模式。

此前个人交易二手车买卖双方的可选择性小，

对于车况也没有正规的评估检测报告，车辆定

价比较随意。在互联网平台兴起后，平台为买

卖双方提供了车辆检测评估、推荐展示、撮合

交易、代办手续等服务，以收取服务费的方式

获得收入。

除以上集中交易模式外，二手车市场还衍

生出了相关细分服务行业，如第三方检测服务

平台、估价平台、车辆维修保养记录查询公

司、二手车金融服务公司、二手车物流公司、

汽车延保服务公司、二手车SaaS公司等。(陈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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