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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中国医疗器械市场规模或超万亿
长三角医疗器械高质量协同发展联盟成立

本报讯 （记者唐闻佳 通讯员王宝
龙） 近年来， 我国医疗器械领域快速发

展， 已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运行的重要

力量， 该领域在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的

成果尤其瞩目。近日召开的 2021 首届长

三角医疗器械高质量发展高峰论坛上，

长三角医疗器械高质量协同发展联盟宣

告成立 ，将进一步协同长三角 “政 、经 、

产、学、研、医”力量，助力长三角医疗器

械跑出新速度。

数据显示，2020 年全球医疗器械行

业市场规模为 4774 亿美元， 同比增长

5.63%，预计到 2024 年全球医疗器械行

业规模将达近 6000 亿美元，2017-2024

年复合增长率为 5.6%。截至 2020 年，中

国医疗器械市场规模约为 7341 亿元，同

比增长 18.3%， 接近全球医疗器械增速

的 4 倍， 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

第二大医疗器械市场。预计未来 5 年，医

疗器械领域的市场规模年均复合增长率

约为 14%，至 2023 年将突破万亿元。

业内分析，无论是从规模，还是从质

量上来看， 我国医疗器械领域发展已迈

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伴随各类高新技

术在该领域的广泛应用， 质量安全领域

的监管政策将适时配套发布， 跨学科下

的医疗器械医工转化路径将愈发清晰，

智能化的产品将为患者提供更精细化的

医疗服务。 本次论坛汇聚 20 余位院士、

监管层、智库专家及 400 余名企业代表，

共论医疗器械发展趋势。 多名与会专家

谈到， 论坛的举办将为长三角乃至全国

范围内的医疗器械高质量发展提供借

鉴，并且，在国内国际双循环背景下，医

疗器械产业将在赋能国内患者的基础上

“走出去”，惠及更多海外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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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晨琰

尽快接种疫苗，贡献你的一“臂”之力
截至6月20日20时，上海已累计接种新冠疫苗3218.84万剂，市疾控中心呼吁———

截至 6 月 20 日 20 时，上海已累计

接种新冠疫苗 3218.84 万剂。 上海市疾

控中心呼吁，尚未接种的市民赶快撸袖

接种； 已接种第一针的市民， 满 21 天

后，别忘记接种第二针；已完成两剂次

接种的市民，继续做好“三件套”“五还

要”，坚持戴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

离的健康好习惯。

接种两针别拉下，接
种后不适并非都是疫苗
惹的祸

目前， 全市正在推进疫苗接种工

作，不少人已打好第一针。 市疾控中心

发出提醒， 打好第一针别忘第二针，如

果未完成全程接种，获得的保护效果就

会打折扣，无法获得最佳的免疫应答效

果和免疫持久性。 按照规定，灭活疫苗

两剂之间间隔大于等于 21 天即可，第

2 剂应在 56 天内尽早完成。 如果第 2

剂新冠疫苗接种超过了 56 天， 也不必

再从头接种一遍，只需把未接种的剂次

补齐即可。

接种新冠疫苗，第二针比第一针疼？

近日，该话题冲上热搜，引起网友热议。

市疾控中心免疫规划所医师任佳表示，

从医学原理而言， 这种说法没有科学依

据，属于个体差异。 当然，接种不同厂家的

疫苗，不同人接种后的疼痛程度也会有所

不同。 根据市疾控中心监测显示，目前接

种疫苗出现的不良反应大多为接种部分

红肿、疼痛、发烧等，大多为一过性的。

另外，要提醒市民的一点是，接种

疫苗后的不舒服并非都是疫苗惹的祸。

“疫苗接种过程中， 如果受种者正好处

在一个疾病的潜伏期或者发病的前期，

疫苗接种后巧合发病，我们称之为偶合

症。 ”任佳说，若市民接种后，出现局部

疼痛、低烧等情况，好好休息，对症处理

即可自行缓解，若情况加重或持续未愈

则要及时就医。

疫苗保护期不止半年，
未接种市民请尽快预约

“听说疫苗的保护期只有半年，我

是在年初打的， 是否需要重新接种？”

“既然保护期这么短， 我是不是可以再

等等？” 对于市民的疑问， 任佳直言，

这是错误的认知， 观察期半年并不等

于保护期半年。

目前， 上海正在使用的新冠疫苗

包括灭活疫苗以及腺病毒载体疫苗两

种疫苗。 “关于灭活疫苗的保护时间，

追溯到最早提出 6 个月保护时间的时

候， 是在去年， 当时距离疫苗研发成

功和试验也就半年多 ， 只观察到了 6

个月的抗体水平， 所以当时的说法是

‘有效期至少 6 个月’。” 任佳说， 截至

目前已经获得 9 个多月的抗体检测数

据， 显示抗体仍有一定水平， 后面还

会继续监测以进一步观察抗体的维持

时间。

截至目前， 尚没有证据表明新冠

疫苗对变异的新冠毒株完全失效。 随

着对新冠病毒和疫苗的认识不断深入，

更多疫苗使用数据的更新以及不同时

期的防控需求， 也会有相应的免疫策

略的调整。 “专业的事留给专业的人，

已接种的市民不必过于纠结， 尚未接

种的市民请积极预约， 保护自己也是

保护他人， 赶快献出一 ‘臂’ 之力。”

任佳说。

打好疫苗不“放飞”，
继续坚持戴口罩

目前， 不少市民已完成两剂次疫

苗接种， 加之天气转热， 口罩渐渐戴

不住了 。 “打好疫苗不能 ‘放飞 ’。”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吴凡日前

接受采访时提醒， 新冠疫苗保护效果

并非 100%， 接种疫苗后仍有感染的

可能。 因此， 打好疫苗， 口罩不能摘。

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

人， 当前， 戴口罩仍是预防新冠肺炎

病毒传播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在吴凡

看来， 夏季到来， 大家要灵活掌握戴

口罩和社交距离的关系， 在人群聚集

的室内或封闭的场所必须做好防护 ，

应当与他人距离保持 1 到 2 米， 所处

环境人群并不密集时可摘下口罩 。

“戴口罩、 勤洗手、 不扎堆， 这些个人

防护的法宝不能忘， 只要我们每个人

都做到， 疫情防控形势就会很好。” 吴

凡说。

我国首个恶性胸膜间皮瘤“双免疫”疗法获批
上海医学团队参与全球多中心临床研究获重大突破

本报讯 （记者唐闻佳 通讯员邓
天） 上海市胸科医院近日传来消息， 一

项关于 “双免疫” 治疗改善恶性胸膜间

皮瘤患者生存获益的全球多中心临床研

究取得突破性成果， 基于该研究成果，

我国首个恶性胸膜间皮瘤 “双免疫” 疗

法获批， 打破了 15 年来此类疾病无新

药的僵局。

据悉， 这一新的联合治疗方法使患

者总生存期翻番， 死亡风险降低 26%，

有望成为恶性胸膜间皮瘤新的标准治疗

模式。 上海市胸科医院是此项研究的中

国区组长单位， 该医院肿瘤科主任陆舜

教授是中国区主要研究者。

胸膜间皮瘤是间皮瘤中最常见类

型， 该疾病虽罕见， 但恶性程度极高，

大部分患者在确诊时已是晚期， 表现为

胸壁塌陷、 剧烈胸痛， 最终会导致多脏

器衰竭， 危及生命。 恶性胸膜间皮瘤患

者不适合手术， 很长时间以来只能依靠

化疗， 且治疗效果及预后都不佳， 患者

中位生存期只有 1 年左右， 5 年生存率

不足 10%。

为打破胸膜间皮瘤患者的治疗僵

局 ， 胸科医院陆舜教授领衔团队于

2017 年 11 月参与了一项全球多中心临

床研究。 这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被证实的

一线 “双免疫 ” 治疗 ， 它比化疗更有

效， 能显著提高恶性胸膜间皮瘤患者生

存期。 陆舜团队与国际同步开展入组工

作与对照试验 ， 贡献了中国数据与经

验。 基于在研究中显示出的明显治疗优

势， 研究中的 “双免疫” 疗法短短 6 个

多月， 就在国内获批上市。 中国的恶性

胸膜间皮瘤患者第一时间获得了与国际

同步的新治疗选择。

所谓 “双免疫” 疗法， 就是用纳武

利尤单抗注射液、 伊匹木单抗注射液这

两种药物 ， 让患者免疫系统重新被激

活 ， 两者联合能发挥 “1+1>2” 的效

果。 全球 605 名恶性胸膜间皮瘤患者参

与了临床试验， 随访 22 个月后， “双

免疫” 治疗组患者的中位生存期为 18.1

个月， 2 年生存率为 41%； 化疗组患者

的中位生存期为 14.1 个月， 2 年生存率

为 27%。 此外 ， 在预后更差的恶性胸

膜间皮瘤非上皮样组织类型患者亚组

中， 它显现的优势更大： “双免疫” 治

疗组生存期较化疗组延长了近 10 个月，

死亡风险降低了 54%。

同时，“双免疫”疗法也展现出了为

其他瘤种患者带来长期生存获益的潜

力， 这对免疫 “双子星” 有望为更多肿

瘤患者带来新希望。

2021年上海高考成绩6月23日公布
本报讯 （记者张鹏 ） 2021 年上

海市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文化考试

成绩即将公布。 昨天， 市教育考试院

提醒广大考生 ： 6 月 23 日 （星期三 ）

18:00 至 7 月 1 日 （星期四 ） 12:00，

考生可登录上海市教育考试院 “上海

招考热线” 网站 “成绩查询” 栏目或

东方网、 “一网通办” PC 端、 “随申

办” 移动端， 输入本人 9 位高考准考

证号和密码 （考生本人身份证最后不

含字母的六位数字） 查询统一文化考

试成绩。 网上可查询到的科目成绩为

语文、 数学、 外语 （6 月份 ） 以及附

加分。

6 月 24 日起， 考生成绩通知单将

由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市分公司（EMS）按照考生高考报名

表上填写的本市通讯地址投递到考生

家中。 考生成绩通知单提供以下内容：

语文、数学、外语（1 月份、6 月份）科目

成绩；考生选考的 3 门等级考等级及对

应分值成绩；总分和附加分。

考生可于 6 月 24 日上午 8:00 后，

通过中国邮政速递物流官网 （www.

ems.com.cn） 查询成绩通知单投送情

况 （具体操作办法如下： 点击进入高

考成绩通知单界面查询， 输入本人准

考证号及相关验证码， 即可搜索到考

生本人成绩通知单的邮件号及邮件投

送情况）。 成绩通知单经二次投递后仍

未收到的考生可拨打查询电话： 021-

52609738 （查询时间 ： 6 月 24 日-25

日每天 8:30-17:00）。 6 月 28 日中午

12:00 后， 仍未妥投的高考成绩单全部

退回上海市教育考试院 （地址： 杨浦

区民星路 465 号）。

考生若对本人成绩有疑问， 可在

6 月 24 日 （星期四 ） 9:00 至 16:00，

登录上海市教育考试院 “上海招考热

线” 网站 “成绩查询” 栏目申请成绩

复核 。 成绩复核科目为语文 、 数学 、

外语 （6 月份 ）。 6 月 25 日 12:00 起 ，

考生可登录 “上海招考热线” 网站查

询成绩复核结果， 成绩复核结果查询

截止时间为 7 月 1 日 12:00。

考生6月26日起填报高考志愿
市教育考试院提醒：志愿填报和招生信息应关注官方渠道

本报讯 （记者张鹏） 昨天， 上海

市教育考试院发布 2021 年上海市普

通高校招生志愿填报日程表： 6 月 26

日上午 9:00-27 日下午 4:00， 考生填

报综合评价批次志愿 ； 7 月 2 日上午

10:00 至 4 日下午 2:00， 考生填报本科

阶段志愿 （包括零志愿批次、 提前批

次、 艺体类甲批次、 地方农村专项计

划批次 、 特殊类型招生以及普通批

次）； 8 月 3 日上午 10:00 至 4 日上午

10:00， 考生填报高职 （专科） 阶段志

愿 （包括提前批次、 艺体批次、 普通

批次）。

此外 ， 根据招生录取工作进度 ，

符合填报条件考生可通过 “上海招考

热线” 网站自行填报本科艺体乙批次

志愿以及本科普通批次、 高职 （专科）

阶段各批次的征求志愿。 请考生密切

关注 “上海招考热线” 网站发布信息。

市教育考试院提醒广大考生和家

长， 有关志愿填报和招生录取的相关

信息， 考生和家长可以通过以下官方

信息发布平台了解： 上海市教育考试

院官方网站 “上海招考热线”， 上海市

教育考试院官方微信公众号 “上海国

子监发布” “学习强国” App—“上海

市教育考试院” 学习强国号， 上海市

教育考试院与上海中学生报合作报刊

《上海中学生报·高招周刊》 及其公众

号 “上海高招发布”， 在沪招生院校官

方招生网站。

为帮助广大考生科学填报高考志

愿， 根据教育部 “2021 年高考护航行

动” 安排部署， 教育部组织全国高校

6 月 22 日-28 日期间举行 “2021 年全

国普通高校招生网上咨询周活动”。 考

生可通过教育部 “阳光高考信息平台”

网页、 “阳光高考信息平台” 微信公

众号、 “阳光高考” 百度小程序等参

与咨询周活动， 了解有关高校的视频

直播活动安排。

此外，市教育考试院近期开展多种

形式的考生志愿填报网上咨询服务 。

如，市教育考试院组织本市所有本科招

生院校、部分外省市在沪招生高校于 6

月 24 日-25 日每天 9： 00-15： 00 开

展 “2021 年上海市普通高校 （本科 ）

招生网上咨询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 为了做好考生志

愿填报个性化服务工作， 市教育考试

院还从 4 月起， 与 《上海中学生报·高

招周刊》 联合开展上海高招政策宣讲

bilibili （简称 “B 站”） 直播活动， 开

设 “2021 上海高招联播 ” 系列节目 。

6 月 24 日-30 日每天 12:30-13:30， 市

教育考试院联合 《上海中学生报·高招

周刊 》 举行 “每天在线一小时———

2021 上海高招志愿填报咨询周” 专场

B 站直播活动。

为维护考试招生秩序和网络环境，

根据 “2021 高考护航行动” 安排， 教

育部协调百度、 新浪、 腾讯等相关互

联网平台联合开展 “点亮权威考试招

生机构官网标识” 专项行动， 对各省

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和属地高校注册

的官方网站、 微博、 微信公众号、 百

家号等在互联网上进行统一权威标识，

以便于广大考生和家长识别， 获取权

威的招生政策和服务信息。 届时， 权

威考试招生官方信息发布平台都将标

记统一权威标识。

持续做好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
本报讯 （记者储舒婷）昨天，“不忘

初心 立德树人” 上海市教育系统关工

委庆祝建党百年活动暨关心下一代工作

推进会在上海大学召开。

活动现场， 年逾九旬的新四军老战

士、 上海警备区原政委、 上海市新四军

历史研究会名誉会长阮武昌， 用亲身经

历为青年一代讲革命的故事。 “人民教

育家” 于漪和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顾

玉东院士， 分别回顾了入党初心。 他们

作为教育工作者为学生讲党史， 点亮年

轻人心中的理想灯火。 情景剧 《火线入

党》 则根据上海中医药大学护士在武汉

一线抗疫的真人真事改编， 彰显共产党

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此外， 大学生和青

年教师代表共同发出弘扬 “五老” 精神

倡议， 表示要脚踏实地、 克己奉公， 不

畏艰险， 展现精气神， 奋进新时代。

热点问答

茛医务人员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 本报记者 张伊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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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冠疫苗到底接种几针好？

新冠病毒灭活疫苗的目前推荐基础免疫程序为 2 针， 接种间隔建议≥3

周， 第 2 剂在 8 周内尽早完成。 接种部位为上臂三角肌。 不同疫苗产品的接
种程序和接种部位有所不同， 具体以疫苗产品说明书为准。 随意调整免疫程
序可能影响安全性、 免疫应答效果和免疫持久性。 对未按程序完成接种者，

建议尽早补种。 免疫程序无需重新开始， 补种完成相应剂次即可。

重组新冠病毒疫苗 （5 型腺病毒载体） 接种 1 剂。 接种部位为上臂三角
肌。 不同种类的疫苗由于研发技术路线、 生产工艺和免疫机理不同， 所需接
种剂次也就不同。

2、新冠疫苗在人体内如何发挥作用？

接种疫苗后， 人体会产生保护性抗体， 有的疫苗还会让人体产生细胞免
疫， 形成相应的免疫记忆。 这样， 人体就有了对抗疾病的免疫力。 一旦有新
冠病毒侵入人体， 疫苗产生的抗体、 细胞免疫释放的细胞因子就能识别、 中
和或杀灭病毒， 而免疫记忆也很快调动免疫系统发挥作用， 让病毒无法在体
内持续增殖， 从而达到预防疾病的目的。

3、是否需要先检测有无抗体，再
决定是否接种新冠疫苗？

人体中特定抗体的产生一般通过自然感染或接种疫苗而获得。 目
前还不完全清楚抗体需要达到什么水平才可以起到预防
新冠肺炎的作用。 建议只要没有明确感染新冠
病毒或患过新冠肺炎，凡符合接种条件
者均可以接种疫苗，无需在接种疫
苗前检测是否存在抗体。

根据现有临床研究
数据 ， 接种第二剂次
新冠疫苗大约两周
后， 接种人群可
以产生较好的
免疫效果。

4、接种新冠疫苗前后有哪些注意事项？

接种前， 应提前了解新冠肺炎、 新冠疫苗相关知识及接种流程。 接种时，

需携带相关证件 （如身份证、 护照等）， 并做好个人防护， 如实提供本人健康
状况和接种禁忌等信息。 接种后， 需现场留观 30 分钟； 保持接种局部皮肤
的清洁， 避免用手搔抓接种部位； 接种后一周内避免接触个人既往已知过敏
物及常见致敏原， 尽量不饮酒、 不进食辛辣刺激或海鲜类食物， 建议清淡饮
食、 多喝水， 适当休息。

5、新冠疫苗是否会像流感疫苗需
要每年接种？

通常情况下，病原体、疫苗特性、受种者状况等因素影响疫苗的预防接种效
果。 流感病毒变异比较快，流感疫苗保护有效期较短，因此需要每年进行接种。

现在新冠病毒虽然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异，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目前发
布的信息显示，针对在英国和南非等国出现的新冠病毒发生的变异，没有证据
表明现有的新冠疫苗失效。 新冠疫苗是否会像流感疫苗一样每年接种，需要继
续针对病毒变异对疫苗接种效果的影响和疫苗的保护持久性等方面开展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