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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雪东标迁至武汉总部办公
1月10日，神龙
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龙汽车”）宣布对旗下品
牌做出重大调整：从今年1月15日起，东风雪铁龙、东
风标致两个品牌部统一迁至武汉总部集中办公，其中
双品牌的市场部主要职能集中在上海办公。
公开资料显示，武汉是神龙汽车的总部所在地，也
是神龙汽车股东双方（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和PSA集
团中国及东南亚区）总部所在地。调整之前，东风雪铁
龙总部设在上海，东风标致总部位于北京。神龙汽车表
示，做出这一调整，是为了进一步提升公司营销领域
的沟通和决策效率。
2017年，神龙汽车经营发展遭遇了巨大的挑战，
为了求得突破，神龙汽车曾经明确了“三步走”（站稳
脚跟、重回赛道、追求卓越）战略路径和“重回赛道”核
心目标（市场份额实现3%，即2020年销量实现70万辆
以上；经营利润率实现5%以上；质量达到行业前三水
平），确定了一系列变革举措。2018年是神龙汽车“重
回赛道”的关键一年。
值得注意的是，自2017年7月开始，神龙汽车的双
品牌市场开始回暖，销量连续6个月环比正增长；9月和
10月单月销量超过4万辆；11月和12月单月销量超过5
万辆，全年交付43万辆，实现销售收入506亿元；降库存
超过5.4万辆，很大程度改善了经销商经营状态。
北京商报讯（记者 蓝朝晖 高春艳）

万科养老首试医养结合
北京商报讯（记者 董家声）随着公司布局养老行业
渐深，万科已着手展开医养结合的探索。1月10日，由万
科和北控联合运营的光熙康复医院正式开业。按照万科
的设想，该医院的运营将有望打破养老与医疗相脱节的
行业困局，这也是万科多元化布局的又一次尝试。
“医院的开业及成功运营将最终完善我们的养老
服务能力链条，万科希望通过培育专业的医护能力，让
老人身体健康自理状态得到最好的延续。”万科集团高
级副总裁刘肖如是介绍。
据了解，包含长者公寓及康复医院的光熙项目是
万科首个医养结合项目，也是万科将在北京积极打造
的“医养结合”标杆，万科也由此探索养老医疗服务模
式。在具体服务管理上，万科将成立独立的医院管理
和医疗团队，输入管理和服务标准，保障光熙康复医
院的日常运营。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加速，养老行业前景巨大，而
行业标准、服务经验的缺乏以及人员流动频繁成为
行业发展的掣肘。行业的缺口也吸引了大量的业内
业外资本布局。截至目前，万科北方区域的养老业务
已率先进入北京、天津、济南、青岛、沈阳5个城市，是
万科养老业务进入城市最多、发展最迅速的区域，并
计划以北京为核心，用2-3年时间形成10-20个项目
的养老初步布局。

碧莲盛掘金男性医美市场
1月10
日，记者从碧莲盛官方获悉，华盖资本旗下华盖医疗
健康基金牵头组成的投资联合体完成了对碧莲盛的
战略控股投资，总投资金额为5亿元。
资料显示，碧莲盛是一家致力于头发健康产业的
公司。碧莲盛表示，融资将用于进一步加强品牌运营，
积极抢占植发领域市场份额。
据了解，脱发是一种常见的毛发疾病。近年来，
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大中城市生活压力
的不断增加，我国脱发现象越来越显著，并呈现出
发病早龄化和男性主导化的特征。脱发患者群体数
量大加上近些年男性医美意识的提升，以男性消费
者为主导的植发项目成为撬动男性医美消费市场
的重要支点。
公开数据显示，植发以及其他相关产业未来的市
场空间巨大，潜在市场空间将达到500亿-1000亿元。
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北京美莱、北京丽都医疗
等美容机构均于2016年推出了植发项目种植方式。
分析认为，近年来，我国医美市场年均增速在20%以
上，预计2019年中国医美市场规模将达8000亿元，
继她经济后，男性将成为医美、美妆等市场的新风
口，植发等项目竞争也将愈发激烈。
北京商报讯 （记者 钱瑜 实习记者 姚倩）

血透市场将迎爆发期
北京商报讯（记者 钱瑜 实习记者 姚倩）1月9日，
环生医疗官方公众号发文称，日前已完成1亿元A轮
融资，融资将用于血液透析领域的更多探索。业内认
为，目前，我国上市公司和民营资本相继进入这一市
场，血透市场或将迎来爆发。
资料显示，由于中国终末期肾脏疾病患者缺乏经
济和临床医疗资源，与其他许多发达国家相比，我国
终末期肾脏疾病治疗的透析率较低。前瞻产业研究院
2017年2月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血液透析行业
发展前景预测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数据显示，
我国公立医院的血液透析中心只有4000多个，大医院
排队透析的现象颇为普遍。
随着医改的持续推进，国家的相关政策对于独立
血透中心也趋于利好。2016年12月-2017年2月，国家
卫计委连续出招，通过一系列政策，将独立血液透析
中心在全国放开，确定血液透析中心归属为单独设置
的医疗机构并增加血液透析中心5类医疗机构类别，
同时鼓励血液透析中心向连锁化、集团化发展，建立
规范化、标准化的管理与服务模式，并优先审批拟开
办集团化、连锁化血液透析中心的申请主体。
市场的缺口加上政策的利好吸引众多玩家，自
2016年起，三生制药、常山药业等上市公司以及爱肾
医疗、中心百汇等民营资本纷纷进入血透中心这一市
场。业内人士认为，血透市场或将迎来爆发。

流感爆发 明星药出货量暴增

最强流感季的到来，让明星药奥司
他韦迎来新一轮市场机遇。日前，北京
商报记者从宜昌东阳光长江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阳光药”）内部
人士处了解到，该公司奥司他韦产品本
月出货量将超出10亿元，较往常增长近5
倍，而部分地区药店和医院也出现了奥
司他韦产品断货现象。专家表示，奥司
他韦主要用于治疗甲型和乙型流感，对
普通感冒没有特效，消费者应根据自身
情况选择购买药品，避免滥用药物。
出货量暴增

伴随流感高峰期的到来，治疗流感
的明星药奥司他韦在各地出现不同程
度的断货现象。北京白塔寺药店和金象
大药房销售人员均表示，目前药店内没
有奥司他韦产品销售。“店里很久以前
销售过这款药品，现在没有了，具体什
么时候能够进货销售还没有接到通
知。”金星大药房销售人员说。
“我们药店有罗氏制药生产的奥
司他韦药品，但数量也不多，主要是因
为厂家发货很少。”北京市一家药店相
关负责人向北京商报记者表示。另外，
据山西日报和昆明日报的报道，为防
流感，市民争相购买奥司他韦，当地的
药店与医院均已出现断货现象。
国家食药监总局数据显示，目前
国内已获批的奥司他韦，除罗氏的达
菲多个剂型外，还有5个国产批文，分
别为东阳光药和上海中西三维药业有
限公司生产的磷酸奥司他韦胶囊/ 颗
粒。东阳光药官网信息显示，东阳光药
是中国磷酸奥司他韦颗粒剂的惟一生
产商。磷酸奥司他韦（可威）是公司核
心产品之一，也是公司主要抗病毒产
品及最畅销产品。
北京商报记者从东阳光药内部人
士处了解到，目前该公司奥司他韦药
品处于供货不足状态，暂时不对药店
开放。“公司每月该产品的正常供应量
约为2亿-3亿元。本月初到现在已经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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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3亿元的产品，后面还有6亿-7亿元
的订单，这个月供货应该会超过10亿
元。现在二级医疗机构应该都有奥司
他韦产品，但数量也不会太多，有些地
方可能存在断货现象。”上述东阳光药
内部人士说道。
国家卫计委医政医管局副局长焦
雅辉表示，国家抗病毒药物的供应保障
充足。在生产供应保障充足的情况下，
可能存在一些医院在流感的高峰期，患
者到医院去会有开不到药的情况。对于
此类情况国家卫计委要求全国的医疗
机构要紧急采取临时采购的措施，采购
流感抗病毒的药物。
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东阳光药有
应急供应保障功能，各地紧急采购时会
保障特殊渠道优先采购。
流感高峰期

流感病例高于过去三年同期水平
是导致奥司他韦等抗流感药品需求量
大幅增加甚至导致部分地区断货的重
要原因。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我国流感
监测结果显示，近期我国南北方均已进
入流感冬季流行高峰季节，哨点医院报
告的急诊流感样病例比例高于过去三
年同期水平，流感病毒检测阳性率已达
往年高峰水平，且仍呈上升趋势。
北京市某三甲医院专家医生向北

到7.36亿元，同比增长62%。根据国信
证券的市场预估，抗流感药物市场规
模在40亿元，在综合产品有效性、安全
性和经济性下，奥司他韦的国内潜在市
场可达20亿元。

京商报记者表示，流感是流感病毒引
起的急性呼吸道感染，也是一种传染
性强、传播速度快的疾病。急起高热、
全身疼痛、显著乏力以及轻度呼吸道症
状是流感的典型临床症状，高发期一般
是秋冬季节。流感可分为甲（A）、乙（B）、
丙（C）三型。根据北京市疾控中心监测
结果显示，上周，全市流行性感冒较前
一周上升了81.44%。并出现乙型流感
病毒、甲型H3N2亚型流感病毒和甲型
H1N1流感病毒共同流行的情况，近期
以乙型流感病毒为主。
1月9日，国家卫计委发布《流行性
感冒诊疗方案（2018版）》明确指出，奥
司他韦、扎那米韦和帕拉米韦3种神经
氨酸酶抑制剂（NAI）对甲型、乙型流
感均有效。其中，奥司他韦排名首位。
公开资料显示，达菲是奥司他韦原
研药的商品名，研发、生产企业为罗氏。
2009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布将
甲型H1N1流感的警戒级别提升为最高
级-6级，认为疫情已发展为流感世界大
流行。达菲被多国卫生部门列为抗流感
首选药物之一，促使该药品2009年上半
年全球销售额同比增长203%。
2009年的甲流全球阻击战，加速了
国产奥司他韦的上市，并促使该款产品
销售额有较大幅度增长。公开数据显示，
2016年，东阳光药奥司他韦的销售额达

除了流感病例高于过去三年同期
水平外，消费者恐惧型采购也是造成
奥司他韦产品出现断货的另一原因。
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分析人士向北京
商报记者表示，现在处于流感高发期，
加上一些消费者看到现在流感疫情比
往年严重一些，出于恐惧心理便开始
采购备用。“ 奥司他韦属于流感特效
药，对于普通感冒没有特效，消费者应
该根据自身症状选择购买药品。”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
科副主任医师冯斌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目前没有研究成果及实验表明奥司他
韦对于流感以外的病毒性感染有效果。
因此，奥司他韦不用于普通病毒性感冒
及病毒性肠炎等，也不等同于流感疫苗
的预防地位。
上述北京市某三甲医院专家医生表
示，季节性流感在人与人间传播能力较
强，与有限的有效治疗措施相比积极防
控更为重要。加强个人卫生宣传教育尤
为重要，包括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流行高
峰期避免去人群聚集场所；咳嗽、打喷嚏
时应使用纸巾等，避免飞沫传播等。
另外，专家强调，药物预防不能代
替疫苗接种，只能作为没有接种疫苗
或接种疫苗后尚未获得免疫能力的高
合并症风险人群的紧急临时预防措
施。接种流感疫苗是其他方法不可替
代的最有效预防流感及其并发症的手
段。疫苗需每年接种方能获有效保护，
疫苗毒株的更换由WHO根据全球监
测结果来决定，我国大多数地区应在
每年10月前开始接种。
北京商报记者 郭秀娟/文
王飞/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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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奶粉品牌澳励娃退出中国市场

北京商报讯（记者 钱瑜 王子扬）1月1日婴幼儿
奶粉配方注册制正式落地，没有获得注册的进口奶
粉品牌开始悄然撤退。1月10日有消息称，来自澳
洲的澳励娃奶粉，由于没有获得配方注册，宣布退
出中国市场。有业内人士指出，海外奶粉品牌有很
大一部分是代工生产，在婴幼儿奶粉配方注册制
下，由于代工的身份，这类产品很难再有市场。北京
商报记者拨打澳励娃官网公布的400客服电话，但
电话提示音表示该号码是空号。
据报道，澳励娃一位负责人称，澳励娃奶粉没
有质量问题，政策的改变是澳励娃退出中国市场
的原因之一，而更重要的原因是该品牌对中国进
口奶粉市场信心的丧失。公开消息显示，澳励娃于
2015年底宣布进入中国市场，由于不少国内消费
者迷信进口奶粉，澳励娃也有了一定的销量。
澳励娃官网称，澳励娃是澳洲乳企ViPlus
DairyPtyLtd旗下的品牌，但目前ViPlus Dairy
PtyLtd已经拿下自有品牌的配方注册，由于一个

奶粉工厂只能注册3个品牌系列9个配方奶粉新政
的限制，该公司无法再为其他品牌出面注册，这也
是澳励娃退出中国市场的重要原因。
据了解，在配方注册制实施的当下，ViPlus
DairyPtyLtd早已全面停止为进入中国市场的奶
粉品牌进行代工服务，仅保留了3个自有品牌，包括
维爱佳牛奶粉、维爱佳羊奶粉、安宝乐牛奶粉，且
这3个品牌配方注册全部通过。
2016年10月1日开始实施的奶粉新政，被称
为史上最严奶粉配方注册制度。根据规定，无论是
国产品牌还是洋奶粉，每个企业原则上不得超过3
个配方系列9种产品配方。企业现有产品和品牌的
注册期限到2018年1月1日，自2018年起，这些婴
幼儿配方奶粉如果要在中国市场销售，必须获得
产品注册证书，未注册者将被勒令退出市场。据国
家食药监总局特殊食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马福祥
介绍，从注册结果看，基本保证了市场的正常供应
及企业正常生产，实现平稳过渡。

滴滴成立黑马事业部布局大出行
北京商报讯（记者 魏蔚）滴滴在
大出行市场马不停蹄。1月10日，业界
曝光滴滴已在杭州成立代号为“黑马”
的事业部，主攻共享电单车和电动汽
车。虽然滴滴方面不予置评，不过有滴
滴内部人士向北京商报记者表示默
认。这是滴滴在托管小蓝单车，并披露
共享单车平台计划后，滴滴对大出行
领域的再度布局。
在共享单车企业密集布局立体
化出行的同时，滴滴也在继续扩张业
务版图。1月9日，滴滴和小蓝单车宣
布，小蓝单车将托管给滴滴，未来用
户可在滴滴App内免押金骑行小蓝。
滴滴同时表示，将于近期推出共享单
车平台，陆续汇集ofo小黄车、小蓝单
车、自有单车等更多单车品牌，推出
免押金骑行服务。此后一天，滴滴的
共享电单车和电动汽车计划露出端
倪，业界普遍认为，滴滴进入“共享单

车+共享电单车+共享汽车”是大出行
领域竞争加剧的信号。
事实上，滴滴对共享汽车的野心
早有苗头，在2017年12月第四届世界
互联网大会期间，滴滴出行创始人兼
CEO程维透露，滴滴对于共享汽车也
有想法，当然如何规划与操作需要详
细的研究。截至目前，滴滴已经推出
快车、出租车、专车、豪华车、公交、顺
风车、ofo单车、代驾、敬老出租、自驾
租车、二手车共11种业务。
除滴滴之外，共享单车企业也正
在加快单车之外的布局。2017年底，
摩拜单车在贵安新区试水共享汽车，
1月5日，业界曝光摩拜推出共享电单
车服务，两天后，摩拜向共享汽车的
扩张得到了一汽轿车的资本支持。此
前，有消息透露，哈罗单车已投放6万
辆电踏车，ofo则通过合作推出过定
制版电单车。

截至2017年12月31日，国家食药监总局共受
理配方申请1342个，其中国内企业108家（含7家
新增企业），922个配方申请，境外企业67家，420
个配方申请；共批准130家工厂、952个配方，其中
境内93家工厂、743个配方，境外37家工厂、209个
配方。目前配方批准数量占受理总数的70.9%，进
口品牌占已通过注册品牌的21.9%，国内奶粉品牌
仍是主力。
国家认监委注册管理部注册一处处长王刚
表示，近年来，乳粉配方注册工作进一步加强了
对进口乳品的管理，尤其是加强进口婴幼儿配方
乳品管理，从源头上保障进口乳品的质量，杜绝
国外劣质冒牌乳品流入我国市场，维护消费者健
康安全。“在2014年以前，进入国内市场的婴幼儿
配方乳品境外企业号称有200家以上，自称是进
口品牌的多达2000个以上。进口乳品境外企业实
施注册管理以后，大批达不到注册要求的境外企
业直接出局。”

章华等35批次染发类化妆品不合格
北京商报讯（记者 钱瑜 实习生
李静）

1月9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总局发布公告称，经黑龙江省食品
药品检验检测所、四川省食品药品检
验检测院、山东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
院等检验，标示为河北常喜商贸有限
公司等17家企业代理（生产）的35批
次染发类化妆品不合格。
其中，经生产企业所在地食品药
品监管部门现场核查，并经生产企业
确认，浙江章华保健美发实业有限公
司生产的多种产品均存在问题。值得
注意的是，标示浙江章华保健美发实
业有限公司生产的丝精■发霜（42）
为假冒产品。
上述产品及相关企业违反了《化
妆品卫生监督条例》、《化妆品标识管
理规定》等相关法规的规定。国家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要求所有化妆
品经营企业对上述产品一律停止销

售；相关省（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核实后依法督促相关生产企业对已
上市销售相关产品及时采取召回等
措施，立案调查，依法严肃处理，并
及时公开相关信息；对仅标识不符
合规定的产品，责令相关生产企业
限期改正后可继续上市销售；对涉
嫌假冒的产品，要深查深究相关经
营企业的进货渠道，严厉打击制售
假冒伪劣化妆品行为，涉嫌犯罪的
依法移交公安机关。
公开资料显示，章华拥有浙江章
华保健美发实业有限公司、上海章华
保健化妆品有限公司、北京章华天然
美容美发研究中心等11家子公司。北
京商报记者登录章华官方旗舰店发
现，上述不合格产品依旧在官网售卖，
并未下架，商品价格从几十元到几百元
不等，章华生态染发剂售价为109元，
产品月销量8000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