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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九价HPV疫苗灰色中介生意经：

医院缺苗“黄牛”却能代约
拼手速、拼网速，却约不上。目前，国内九价HPV疫苗预约难困扰着不少适龄女性。一些人无奈找“黄牛”打疫苗，

每针要付数百元中介费。为何自行预约一苗难求，“黄牛”却能手握苗源牟取暴利？“新华视点”记者展开了调查。

拨打社区医院的电话，关注各大
公众号放苗信息，这样的“抢苗”日常
持续了近半年，广州市民吴晓还没有
打上九价HPV疫苗。当前国内九价
HPV疫苗适用接种年龄为16至26
周岁，临近26周岁的吴晓心中焦急，
通过微博寻找疫苗“黄牛”。在一堆
中介小广告中，吴晓添加了其中一个

“黄牛”的微信。
付了每针300元的中介费，等待

了一个月，吴晓在东莞某个社区医院
内打上了第一针。第二针预约的时
间较长，接种地点也换成了顺德。

据吴晓介绍，在“黄牛”组建的顾
客群里，人数有近400人。“在搭乘顺
风车去顺德的时候，同行拼车的女生
也是去接种疫苗。”

2016年，HPV疫苗在我国获批
上市。国内目前主要有二价、四价、九
价三种类型的疫苗。有研究表明，通

过注射HPV减毒疫苗，可以起到预防
宫颈癌的作用，价数越高，所预防的
HPV型别越多。目前，预防型别最多
的九价疫苗需求提升，“预约难”“一苗
难求”的情况困扰着不少女性。

目前，国内大部分城市接种者可
通过社区医院、官方平台预约，有的
还探索了“摇号”预约方式。深圳市
卫健委3月8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深
圳 3 月进行的 2022 年第 3 次九价

HPV疫苗摇号共有527121人参与，
21170人中签，中签率仅为4%。

为了早些打上九价疫苗，不少女
性寻求“黄牛”高价加钱打。在广州
天河一社区医院内，记者随机采访四
位前去接种疫苗的女性，都是通过

“黄牛”进行预约。“全家都上阵帮
我预约，但不找‘黄牛’根本抢不到名
额，再打不上我就要超龄了。”一位接
种人对记者说。

记者在网络平台上搜索“HPV
疫苗预约”，发现大量代约广告，代
约、代抢的费用从几百元到几千元不
等。疫苗“黄牛”的业务涵盖全国各
大城市，一些“黄牛”声称“预约完一
个星期内随时打”。

自行预约“一苗难求”，“黄牛”如
何能约苗成功？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黄牛”团队
通过技术代抢的方式提高约苗的成
功率。吴晓告诉记者，在约苗的过程
中，“黄牛”发送近期放苗的医院信
息，确认打针地点后，在自己的终端
设备登录吴晓的账号，通过运行外挂
编程软件进行代抢。

今年1月，江西警方通报南昌一
名研究生刘某通过编写计算机程序
代码，充当预约、代抢九价疫苗的

“黄牛”，该程序代码可以在医院官
网自动运行。刘某开价 800 元至
1000元，在各大社交平台发布有关

疫苗“代抢”信息。刘某因涉嫌破坏
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已被采取刑事强
制措施。

除了技术代抢以外，一些“黄牛”
自称有医院“合作渠道”进行预约。
记者以消费者的身份在“黄牛”处下
单后成功约苗，在接种前夕接到自称

“医院工作人员”的电话，告知记者接
种医院的地址。记者通过搜索发现，
在该社区医院公众号显示的官方预
约渠道，九价HPV疫苗库存状态显
示为“缺苗”，且无法预约。

在某妇幼保健院完成接种的王
菲菲告诉记者，自己预约近一年没打
上针，但给“黄牛”缴费后第二天就约
上了第一针。在接种现场，此前与自
己线上对接的“黄牛”摇身一变成了

“医院工作人员”，协助王菲菲进行挂
号后便回到了医院接诊处继续工作。

除了技术代抢、售卖内部疫苗以
外，一些“黄牛”私运港苗，与医疗机

构的护士合作揽客。据接种港苗的
陈嘉敏介绍，“黄牛”在确定接种时间
后提供接种医院护士的联系方式，接
种当天陈嘉敏到达指定医院，护士拿
着针剂帮其快速接种。“我的三针是
在三家不同的医院打的，整个过程都
是偷偷摸摸的。”陈嘉敏说。

据了解，HPV疫苗有较严格的
运输温度要求，这给私运港苗的有效
性打上了问号。中山大学孙逸仙纪
念医院妇产科副教授姚婷婷表示，私
运九价港苗难以判断疫苗真假，有的
可能无法起到预防作用，甚至会引发
接种者过敏，存在较大风险。

HPV“疫苗自由”还远吗？

广州市律协医药与健康业务专业
委员会主任周辉表示，近年来打击互联
网犯罪的力度不断加大，不少法院认定

“黄牛”以非常规的手段构造网络请求，
破坏了公平的交易秩序，损害消费者利
益，常见罪名包括提供侵入、非法控制
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等。

如果“黄牛”通过打点医院工作人
员抢购疫苗并转手牟利，达到规定数
额，则涉嫌行贿犯罪，被打点对象则涉
嫌受贿罪或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专家认为，疫苗属于生物药品，若
不规范管理，对人身安全会产生恶劣影
响，应出台相应法律法规提高对“黄牛”
的惩罚力度。此外，只有加大供应量，
解决“缺苗”“预约难”等问题，才能从根
本上斩断“黄牛”的灰色产业链。

姚婷婷表示，公众需要改变对
HPV疫苗的认知，虽然“价”越高保
护的型别越多，但接种二价、四价疫
苗已可以预防70%的宫颈癌，及时
保护是第一步，建议适龄女性有什么
疫苗就优先打什么疫苗，在完成
HPV疫苗接种一年后，还可以继续
接种其他HPV疫苗。

据了解，全国多地逐步推进适龄
女性HPV疫苗普遍接种策略，目前
已有内蒙古鄂尔多斯、江苏连云港、
山东济南、福建厦门等地启动二价
HPV疫苗免费或补贴接种计划。

（新华社广州4月19日电 记者
杨淑馨 熊嘉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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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上海4月19日电（记者袁全 胡洁
菲）在4月19日举行的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卫健委通报：4月18日，上
海实际新增本土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共计
19442例。同日，上海本土确诊病例出院1211
例，无症状感染者解除集中隔离医学观察22075
例，出院出舱人数共计23286例，超过了当日新增
阳性感染者人数。

截至4月18日24时，上海在定点医疗机构接
受治疗的重型患者有21例。

4月18日，上海新增死亡病例7例。患者年
龄最小的60岁，最大的101岁，合并冠心病、糖尿
病、高血压、脑梗后遗症、脑出血等严重的基础疾
病，均未接种新冠肺炎病毒疫苗。上述7例入院
后病情加重，抢救无效死亡，直接的死亡原因由基
础疾病导致。

4月15日以来，上海已累计完成核酸筛查
3700余万人次。19日开始，上海将连续三天在
封控区开展核酸筛查，并将于20日同时在管控区
开展核酸筛查。目前，上海单日最大核酸检测能
力已近500万管。

上海单日出院出舱人数
超过新增阳性感染者人数

在由世博船舶馆改建的方舱医
院，患者办理出舱手续。 新华社发

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推动
100多家供应商协同复工

据新华社上海4月19日电（记者周蕊）记者
获悉，备受关注的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19日复
工，目前已经有约8000名员工到岗。

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生产制造高级总监宋钢
介绍，企业会在接下来的三四天内逐步进行产能
爬坡，逐步实现单班制满产。

汽车企业产业链长，对协同复工的要求较
高。特斯拉正在国家相关部门以及上海市经信委
等多部门的帮助下，积极推动100多家零部件生
产商的复工复产，并畅通物流。长三角的一些省
市也积极支持企业的复工复产，比如，江苏省泰州
市支持帮助特斯拉公司在当地的供应链企业复工
复产并办理运输通行证。

企业目前对到岗的员工实行每天一次抗原加
核酸检测，同时，生产办公区域严格进行消毒，严
格做好防疫工作，确保安全生产。

受到疫情影响，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从今年
3月底开始停产。

4月20日是谷雨节气。图为4月19日，在安
徽省亳州市双沟镇三官村，植保无人机在对小麦
进行“一喷三防”作业。 新华社发（刘勤利 摄）

谷雨将至农事忙

今年3月

全国受理网络违法和
不良信息举报1258.6万件

新华社北京4月19日电（记者王思北）中央
网信办（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违法和不良信息
举报中心近日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3月，全
国各级网络举报部门受理举报1258.6万件，环比
增长2.1%、同比增长16.5%。

其中，中央网信办（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受理举报37.2万件，各
地网信办举报部门受理举报84.3万件，全国主要
网站受理举报1137.1万件。在全国主要网站受
理的举报中，主要商业网站受理量达692.8万件。

中央网信办（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违法和
不良信息举报中心表示，在各级网信部门指导下，
目前全国各主要网站不断畅通举报渠道、受理处
置网民举报。广大网民可通过12377举报电话、

“网络举报”客户端等渠道积极参与网络综合治
理，共同维护清朗网络空间。

由于近期全国本土聚集性疫情
点多、面广、频发，部分地区疫情防控
影响到交通通行，出现了车辆滞留、
物流不畅等问题。国务院联防联控
机制10日印发通知，要求切实做好
货运物流保通保畅工作；国务院18
日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国务院物流保
障工作机制……

“始终把保通保畅放在全局工

作的重要位置。”交通运输部公路局
局长吴春耕表示，交通运输部将围
绕实现民生托底、货运畅通、产业循
环着力抓好工作，包括加快推广使
用全国统一互认通行证、加快筹备
设置和用好物流中转场地、强化监
测预警等。

国家邮政局市场监管司副司长
边作栋表示，在疫情严重地区，依托

快递园区等设施设立分拨场地，切实
保障邮政、快递车辆通行，对遭遇突
发性、临时性和紧迫性基本生活困难
的干线运输司机和快递员，要及时采
取措施，帮助渡过难关。

针对当前部分地区“买菜难、买
菜贵”问题，农业农村部农村合作经
济指导司副司长毛德智说，全国“菜
篮子”产品生产总量可以满足群众消

费需求。有关部门将督促各地把粮
油蔬果等农产品纳入常态化疫情防
控重点保障物资范围，对重点物资运
输车辆优先发放全国统一的通行
证。对司乘人员通信行程卡绿色带*
号且跨省份进出涉疫地区的农产品
运输车辆，在持有通行证并符合防疫
要求的情况下，不随意限制通行或擅
自劝返。

破堵点 保畅通 稳春耕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回应防疫焦点问题

3月以来，我国
疫情多点散发，波
及多个省份。如何
解决物流畅通、春
耕春管遇到的堵点
问题？针对老百姓
的“急难愁盼”，国
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19日举行新闻发布
会，回应公众重点
关切。

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副
局长吴良有介绍，3月1日至4
月18日，31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累计报
告本土感染者497214例，波及
除西藏自治区以外的所有省份。

“近一段时间，全国疫情形
势呈现逐渐企稳态势，但地区之
间交叉输入影响明显，各地动态
清零的任务艰巨。”吴良有说，河
北、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福
建、辽宁等省份疫情总体趋于平
稳；吉林省吉林市疫情持续好
转，长春市疫情呈现下降态势；
上海市近日疫情仍处于高位，社
区传播风险较高，防控形势依然
严峻。

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大
流行继续构成国际关注的公共
卫生事件。国家卫生健康委新
闻发言人米锋表示，要继续坚持
科学精准、动态清零不犹豫、不
动摇，抓实抓细疫情防控各项举
措，尽早实现社会面清零目标。

“动态清零不追求零感染。”
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
家吴尊友介绍，动态清零与零感
染有着本质区别。动态清零是
对发生的新冠疫情，发现一起、
扑灭一起，既不让新冠病毒在疫
情发生地流行，也防止病毒传播
扩散到其他区域。对于每一起
发生的疫情，都要求在较短时间
内将其控制。

当前正值春耕春管大忙时节，粮
食播种事关国计民生。毛德智表示，
当前春耕春管已经全面展开，总体进
展较顺利。目前，全国春播粮食已超
过意向面积的两成，进度同比快1.2
个百分点。

越是疫情面前，越要稳住基本
盘，越要稳住粮食生产。针对近期疫
情给农民下田、农资下摆、农机上路

和外出农民返乡务农带来的一些影
响，农业农村部正点对点解决农民群
众和市场主体实际困难。

农业农村部近期已部署抓好春
耕生产、维护畜牧业正常产销秩序等
方面工作，并开通热线电话和网上留
言平台。“大家可以登录农业农村部
网站首页查看相关信息，通过电话或
网上留言反映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农业农村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和地方
及时核查，共同推动解决。”毛德智
说。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会同相关
部门，继续坚持分级分类、精准防控，
切实打通堵点卡点，维护农业生产和
人员物资流通秩序。同时，严防“一
刀切”“简单化”和“层层加码”，严禁
擅自设卡拦截、随意断路封村。

其中，发生疫情的管控区，合理安
排农业生产，允许农民错时错峰下田，
从家到农田、从农田到家“两点一线
式”作业。发生疫情的封控区，组织农
户之间搞好助耕助种，依托社会化服
务主体开展托管服务，帮助无法出村
下地的农户种足种满、种在适播期。

（新华社北京4月19日电 记者
李恒 顾天成 温竞华）

疫情防控态势企稳
尽早实现社会面清零

打通堵点 把保通保畅放在重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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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上海市崇明区各蔬菜生产、加工企业积极组织人力物力，提升蔬菜供应能力，助力疫情防
控。图为4月19日，工作人员在崇明区中兴镇的种植基地采摘小番茄。 新华社记者 李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