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针难求” 企业忙扩产

流感疫苗未来市场规模将超百亿元

本报记者 傅苏颖

“流 感 疫 苗 现 在 已 经 没 有 货 了 ， 13 日 我 们 接 到 通知，暂停流感疫苗预约，什么时候到货现在还不清楚。”10月14日，北京某妇产医院预约工作人员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由于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民众疾病防控意识进一步提升，疫苗接种的需求明显增强。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了解到，目前北京流感疫苗十分紧俏，部分厂家已加班加点扩产，尽全力生产供应流感疫苗。业内人士认为，我国流感疫苗渗透率较低，随着获批厂家的增加、产能提升以及经济实力强的地区为重点人群提供免费接种，行业增长空间较大，未来市场规模将超百亿元。

流感疫苗紧俏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进入到防控常态化阶段，早在8月底，王辰、高福、张文宏等多位医学专家就曾提示，尽快在流感进入高发期之前接种疫苗，避免新冠流感双重感染。 9月29日，国家卫健委网站发布了《全国流行性感冒防控工作方案（2020年版）》，要求各地推动秋冬季多病共防、鼓励重点人群流感疫苗接种、提高疫苗接种便利化。

在各方的推动下，民众的接种意识增强，需求也随之增加，今年流感疫苗接种也提前了。 据悉，北京市自费流感疫苗接种已于9月25日启动。 记者了解到，在9月中旬预约的北京部分市民已相继完成流感疫苗接种。

记者于9月中旬预约的流感疫苗接种已于上周末在北京某妇产医院完成，由于都是预约接种，现场并无太多人。 不过，当时工作人员对记者表示，近期预约接种的人很多。

然而时隔几日，当记者10月14日再次致电该妇产医院预约接种时，预约工作人员却表示，“流感疫苗现在已经没有货了，13日我们接到通知，暂停流感疫苗预约，什么时候到货现在还不清楚。 ”

东直门社区卫生服务站保健科相关人士表示，当前已有超1300人预约流感疫苗接种，但我们只有800支的存货，在等下一批的疫苗。 目前只能登记预约，何时能打还不清楚。

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日前表示，今年流感疫苗的接种需求明显上升，北京市也加大了疫苗的采购量。 自费疫苗采购量是去年的两倍，但要分批次到货，免费的疫苗比去年增长了21%。

疫苗专家陶黎纳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常用的疫苗主要接种人群是儿童，其保护率通常超过90%。 流感疫苗的接种人群包括儿童、成人和老年人，由于流感病毒的变异以及疫苗本身的特点，其保护效果只能达到60%左右，且需每年接种。 我国的流感高峰通常从秋季开始，在流感流行季前接种，可以及时产生免疫力，通常应该在9-10月完成接种。

陶黎纳表示，流感疫苗年年“一针难求” ，但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2018年透露我国每年还有20%的流感疫苗被报废，这表明并非全国各地的流感疫苗都供应紧张，有很多地方因无人问津而浪费。 由于流感疫苗有效期只有1年，这就决定了企业必须以需定产。 因为对生产企业而言，20%的报废很可能导致亏损，在需求没有确定的情况下，企业不敢盲目扩大生产。

陶黎纳表示，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公众接种流感疫苗的热情很高，但这种需求不精确，企业无法确定到底需要生产多少疫苗（产能肯定是够的）。 另外，有些省市开始给中小学生（湖北襄阳）、户籍老年人（浙江）免费接种，这需要大量的流感疫苗。

行业增长空间较大

中国证券报记者通过查询中检院流感疫苗批签发数据统计发现，1-9月，我国流感疫苗共批签发3396万支，已经超过去年全年的总量3078万支。 其中，科兴生物批签发488万支，华兰生物批签发1043万支，长春百克批签发156万支，长春所批签发453万支，上海所批签发60万支，雅立峰批签发118万支，江苏金迪克批签发184万支，巴斯德批签发892万支。

面对市场需求的增加，中国证券报记者从科兴生物获悉，公司国庆期间已在全力加班加点生产流感疫苗，为满足各地对流感疫苗的需求，科兴生物已将疫苗生产计划较往年延长三个月，尽全力生产供应流感疫苗。

长春高新在投资者互动平台上表示，按照相关批签发数据，目前公司子公司百克生物流感疫苗已获得批签发的数据为125万只左右，公司根据产品生产特点、市场情况等确定生产计划，调配生产资源。

华兰生物在2020年半年报中提及，公司目前已成为我国最大的流感病毒裂解疫苗生产基地，流感疫苗产品市场占有率居国内首位；下半年公司继续加强市场拓展力度，做好流感疫苗和四价流感疫苗的生产和销售工作。 华兰生物日前还在投资者互动平台上表示，公司2020年生产的四价流感疫苗较2019年大幅提高。

“目前的情况是，企业上报的流感疫苗产量比去年增产近1倍，但市场上还是很缺。 ”陶黎纳认为，这一方面是因为绝对供应量低于需求量，另一方面是因为流感疫苗是逐批上市的，但一经宣传，需求却是集中释放，所以在供需节奏上也不能匹配。

华安证券认为，目前我国流感疫苗渗透率较低，随着获批厂家的增加、产能提升以及经济实力强的地区为重点人群提供免费接种，行业增长空间较大，未来市场规模将超百亿。 天风证券认为，今年公众对流感疫苗的关注度和需求或将明显增加，看好今年流感疫苗超预期销售，相关企业将明显受益。 川财证券认为，与美国超过45%的流感疫苗接种率相比，我国的流感疫苗接种率仅不到3%，还有巨大的提升空间。

“流感疫苗现在已经没

有货了，13日我们接到通知，

暂停流感疫苗预约，什么时候到

货现在还不清楚。 ” 10月14日，

北京某妇产医院预约工作人

员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由于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 民众疾病防控意识进一

步提升， 疫苗接种的需求明显

增强。 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了

解到， 目前北京流感疫苗十分

紧俏， 部分厂家已加班加点扩

产，尽全力生产供应流感疫苗。

业内人士认为， 我国流感疫苗

渗透率较低， 随着获批厂家的

增加、 产能提升以及经济实力

强的地区为重点人群提供免费

接种，行业增长空间较大，未来

市场规模将超百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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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iPhone产业链

旺季已来临

□本报记者 张兴旺

北京时间10月14日凌晨，苹果发布iPhone12系

列4款5G手机，这是苹果首次推出5G手机。 有券商

分析称，iPhone12售价符合预期。 尽管新机发布时

间相比往年有所推迟， 但在5G换机周期，iPhone销

售量或存有上行空间。

业内人士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现在已经是

iPhone12产业链旺季。 相对往年， 今年三季度i-

Phone产业链订单要往后延， 但四季度和明年一季

度产业链公司业绩或可观。

售价5499元起

售价方面，在中国大陆市场，据苹果官网显

示 ，iPhone12� m ini、iP hone12、iPhone12� Pro、

iPhone12� Pro� Max起售价分别为5499元、6299

元、8499元、9299元。

广发证券认为，iPhone12售价符合预期， 国内

售价（Pro机款）略低于上一代。 申万宏源指出，i-

Phone12进入5G新纪元。新机价格较iPhone11系列

更为灵活， 定位入门的iPhone12� mini主打小屏市

场和性价比路线，同样搭载A14仿生芯片及1200万

双摄。 其余三款iPhone12均配备A14处理器，支持

双模5G通信， 支持更高功率无线快充， 全系支持

20W有线快充。

在发售时间上，iPhone12和iPhone12� Pro将于

10月16日开始预购，10月23日开始发售；iPhone12�

mini和 iPhone12� Pro� Max将于11月6日开始预

购，11月13日开始在店内有售。

值得注意的是，iPhone12系列取消附赠耳机和

充电器。中信证券认为，今年新机取消附赠电源适配

器充电头，并且发布的MagSafe无线充电功能将进

一步加速手机无线充电应用的实质渗透。此外，一方

面苹果将加速无线耳机对有线耳机的替代， 提升

AirPods出货量水平； 另一方面苹果进一步推进无

线化战略，完善以智能手机为核心的智能手表、智能

耳机等产品生态。

看好核心供应商

市调机构IDC认为， 此次iPhone12系列将覆盖

699美元至1099美元的价格区间， 而其中mini版起

售价格持平于上一代4G机型，不仅定价方面易于消

费者接受，其小尺寸机身下的屏占比升级，也对大量

长期使用iPhone7、8系列用户的握持感受更加友

好，有望激发该部分存量老用户的换机欲望。 因此，

苹果有望在该价位段提升自身市场份额。

中信证券指出，苹果首款5G手机落地，关注光

学和无线化趋势。苹果引领智能手机创新，技术创新

升级、价格策略调整、存量用户换机需求等有利因素

推动销量增长。 建议关注行业平台型公司及细分创

新龙头公司。

招商证券国际认为，尽管发布推迟，但由于5G

更新周期、 更低的价格，iPhone销售量或存有上行

空间。 相较于安卓供应链，仍然更推荐苹果供应链。

首创证券此前发布研报称，2020年下半年，新

款iPhone规划产量预计为8000万部，而由于生产延

迟，实际产量可能低于7500万部，剩余的将推迟至

2021年初生产。

平安证券认为， 在5G换机潮等背景下， 预计

2020年苹果 iPhone12系列新机出货量有望达到

7500万台，中长期仍然看好苹果产业链核心供应商

的业绩表现。

一家iPhone供应链公司高管对中国证券报记

者表示，往年7月底到8月初就开始给苹果iPhone出

货，9月至10月是出货高峰，今年iPhone12订单滞后

一个月，9月初才开始批量供货。

“原来在iPhone发布之前，都属于备货期，我们

这边的情况是，今年备货（量）和往年应该不会有大

的差异。到11月份订单情况稳定，后续要看iPhone产

品销售情况。从产品价格来看，供货价格比较稳定。”

上述iPhone供应链公司高管对中国证券报记者称。

产业链迎旺季

浙商证券认为，上半年iPhone产业链受疫情负

面影响较大，由于iPhone� 5G新机备货延期发布，产

业链传统三季度旺季或将延至四季度。 预计首款5G

版iPhone将带动用户换机潮， 出货量将显著增长，

2020年四季度至2021年上半年产业链公司业绩具

备持续超预期潜力。

日前，一位iPhone供应链公司人士对中国证券

报记者表示，相对往年，今年三季度iPhone产业链

订单要往后延， 但四季度和明年一季度产业链公司

业绩可能会不错。一季度通常是淡季，明年一季度可

能会是苹果iPhone产业链旺季。

东山精密是苹果iPhone供应商之一。 9月3日，

东山精密副总经理、 董秘冒小燕在接受机构调研时

表示，因公司相关客户新产品推迟因素的影响，公司

暂未对第三季度业绩进行预测。

中金公司指出， 东山精密也是苹果产业链中苹

果业务弹性较大的公司之一，尤其是iPhone12带来

FPC量价齐升趋势下， 预计公司基本面上行趋势值

得期待。预计iPhone12新机中FPC备货将于9-10月

逐步上量，驱动四季度业绩表现。

鹏鼎控股收入中苹果业务占比接近80%， 是苹

果产业链占比最高的公司之一，其中iPhone占比过

半。 9月22日，鹏鼎控股董秘周红在接受机构调研时

表示，下半年为公司旺季，大客户发布通讯新产品，

因此通讯产品销售占比有所加大。

信维通信是苹果iPhone供应商之一。 10月12日

晚间，信维通信发布业绩预告称，公司第三季度单季

度营业收入预计约17.8亿元， 较去年同期增长约

10%，经营情况良好，单季度收入规模持续增长。 公

司是全球知名科技厂商的核心供应商， 业务进展顺

利，四季度开始产能基本满负荷运行，部分现有项目

的份额还在提升。 短期部分客户新品延迟对长期经

营没有重大影响。

□本报记者 傅苏颖

流感疫苗紧俏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进入到防控常态化

阶段，早在8月底，王辰、高福、张文宏等多位

医学专家就曾提示，尽快在流感进入高发期

之前接种疫苗，避免新冠流感双重感染。 9月

29日，国家卫健委网站发布了《全国流行性

感冒防控工作方案（2020年版）》，要求各地

推动秋冬季多病共防、鼓励重点人群流感疫

苗接种、提高疫苗接种便利化。

在各方的推动下，民众的接种意识增强，

需求也随之增加， 今年流感疫苗接种也提前

了。 据悉，北京市自费流感疫苗接种已于9月

25日启动。 记者了解到，在9月中旬预约的北

京部分市民已相继完成流感疫苗接种。

记者于9月中旬预约的流感疫苗接种已

于上周末在北京某妇产医院完成，由于都是

预约接种，现场并无太多人。 不过，当时工作

人员对记者表示，近期预约接种的人很多。

然而时隔几日，当记者10月14日再次致

电该妇产医院预约接种时，预约工作人员却

表示，“流感疫苗现在已经没有货了，13日我

们接到通知，暂停流感疫苗预约，什么时候

到货现在还不清楚。 ”

东直门社区卫生服务站保健科相关人士

表示，当前已有超1300人预约流感疫苗接种，

但我们只有800支的存货， 在等下一批的疫

苗。 目前只能登记预约，何时能打还不清楚。

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日前表

示， 今年流感疫苗的接种需求明显上升，北

京市也加大了疫苗的采购量。 自费疫苗采购

量是去年的两倍，但要分批次到货，免费的

疫苗比去年增长了21%。

疫苗专家陶黎纳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

示，常用的疫苗主要接种人群是儿童，其保护

率通常超过90%。 流感疫苗的接种人群包括

儿童、成人和老年人，由于流感病毒的变异以

及疫苗本身的特点， 其保护效果只能达到

60%左右，且需每年接种。 我国的流感高峰通

常从秋季开始，在流感流行季前接种，可以及

时产生免疫力，通常应该在9-10月完成接种。

陶黎纳表示， 流感疫苗年年 “一针难

求” ， 但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2018年

透露我国每年还有20%的流感疫苗被报废，

这表明并非全国各地的流感疫苗都供应紧

张，有很多地方因无人问津而浪费。由于流感

疫苗有效期只有1年， 这就决定了企业必须

以需定产。因为对生产企业而言，20%的报废

很可能导致亏损，在需求没有确定的情况下，

企业不敢盲目扩大生产。

陶黎纳表示， 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

响，公众接种流感疫苗的热情很高，但这种需

求不精确， 企业无法确定到底需要生产多少

疫苗（产能肯定是够的）。 另外，有些省市开

始给中小学生（湖北襄阳）、户籍老年人（浙

江）免费接种，这需要大量的流感疫苗。

行业增长空间较大

中国证券报记者通过查询中检院流感疫

苗批签发数据统计发现，1-9月， 我国流感疫

苗共批签发3396万支， 已经超过去年全年的

总量3078万支。 其中，科兴生物批签发488万

支，华兰生物批签发1043万支，长春百克批签

发156万支，长春所批签发453万支，上海所批

签发60万支，雅立峰批签发118万支，江苏金

迪克批签发184万支，巴斯德批签发892万支。

面对市场需求的增加， 中国证券报记者

从科兴生物获悉， 公司国庆期间已在全力加

班加点生产流感疫苗， 为满足各地对流感疫

苗的需求， 科兴生物已将疫苗生产计划较往

年延长三个月，尽全力生产供应流感疫苗。

长春高新在投资者互动平台上表示，按

照相关批签发数据， 目前公司子公司百克生

物流感疫苗已获得批签发的数据为125万只

左右，公司根据产品生产特点、市场情况等确

定生产计划，调配生产资源。

华兰生物在2020年半年报中提及，公司

目前已成为我国最大的流感病毒裂解疫苗生

产基地， 流感疫苗产品市场占有率居国内首

位；下半年公司继续加强市场拓展力度，做好

流感疫苗和四价流感疫苗的生产和销售工

作。 华兰生物日前还在投资者互动平台上表

示，公司2020年生产的四价流感疫苗较2019

年大幅提高。

“目前的情况是， 企业上报的流感疫苗

产量比去年增产近1倍， 但市场上还是很

缺。 ”陶黎纳认为，这一方面是因为绝对供应

量低于需求量， 另一方面是因为流感疫苗是

逐批上市的， 但一经宣传， 需求却是集中释

放，所以在供需节奏上也不能匹配。

华安证券认为， 目前我国流感疫苗渗透

率较低，随着获批厂家的增加、产能提升以及

经济实力强的地区为重点人群提供免费接

种，行业增长空间较大，未来市场规模将超百

亿。天风证券认为，今年公众对流感疫苗的关

注度和需求或将明显增加， 看好今年流感疫

苗超预期销售，相关企业将明显受益。川财证

券认为， 与美国超过45%的流感疫苗接种率

相比， 我国的流感疫苗接种率仅不到3%，还

有巨大的提升空间。

《风能北京宣言》倡议：

“十四五”年均新增装机5000万千瓦以上

□本报记者 刘杨

10月14日， 在2020年北京国际风能大会

上，来自全球400余家风能企业的代表一致通

过《风能北京宣言》（简称《宣言》）。 该《宣

言》发出倡议，综合考虑资源潜力、技术进步

趋势、并网消纳条件等现实可行性，在“十四

五” 规划中，须为风电设定与碳中和国家战

略相适应的发展空间： 保证年均新增装机

5000万千瓦以上。受此消息影响，A股风电板

块闻“风” 起舞。截至当日收盘，金风科技、大

金重工、天顺风能、东方电缆、双一科技等相

继涨停。

潜力巨大

为进一步加快全球风电发展，《宣言》发

出五点倡议。 其中，为达到与碳中和目标实现

起步衔接的目的，在“十四五” 规划中，须为风

电设定与碳中和国家战略相适应的发展空间：

保证年均新增装机5000万千瓦以上。 更远期，

2025年后， 中国风电年均新增装机容量应不

低于6000万千瓦， 到2030年总装机容量至少

达到8亿千瓦，到2060年至少达到30亿千瓦。

可作为对比的是，2019年中国风电新增并

网装机2574万千瓦， 其中陆上风电新增装机

2376万千瓦、海上风电新增装机198万千瓦。

9月下旬， 中国向国际社会作出承诺，努

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这是中国首次

明确提出碳中和目标，也是中国经济低碳转型

的长期政策信号。

《宣言》提出，全球风能资源技术开发潜

力约为当前全球电力需求的40倍， 而绝大部

分资源尚未开发利用， 中国已开发的风能资

源不到蕴藏量的5%。 在当前技术水平下，仅

“三北” 地区（西北、东北、华北）风能资源储

量就超过40亿千瓦， 通过本地消纳与跨区平

衡，可提供最低成本的电力供应；而中东南部

风能资源储量近10亿千瓦， 因地制宜集约节

约发展潜力巨大；并且在未来五年，海上风电

有能力实现规模化、平价化发展。“事实表明，

风电已成为极具技术经济竞争力的先进能源

生产方式。 ”

数百家企业在该宣言中建议，各国政府应

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针对性，加大对海上风电

等关键技术领域的支持力度，为建设最具成本

优势风电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

风能企业界联合宣言还提出，风电是高度

全球化的产业，各国政府间以及全球产业链的

紧密协作必不可少。各国应构建技术标准国际

协调机制，消除贸易壁垒，促进资源自由流动。

针对海上风电等前沿技术、关键共性技术开展

联合研究，共享创新成果，储备技术实力，持续

推动成本下降。

积极推动

此前，广东、广西、河北等多地相继发布了

推动风电建设的文件。 其中，广东省发布《关

于培育发展战略性支柱产业集群和战略性新

兴产业集群的意见》 及20个战略性产业集群

行动计划有关情况。 广东省表示，未来5年要

通过配套资金支持等扶持政策，从四方面推动

形成集海上风电研发、制造、运维一体的海上

风电全产业体系，打造国内领先、具有国际竞

争力的优势产业。

广西则强调培育广西海上风电产业，到

2022年，海上风电装备产业园初步构建，力争

年产风电装备装机容量100万千瓦以上，初步

建成海上风电装机容量50万千瓦以上。 河北

省要求，到2020年，全省风电和光伏发电装机

分别达到2080万千瓦、1700万千瓦，全面完成

“十三五” 规划目标任务；到2025年，全省风

电和光伏发电装机分别达到2600万千瓦、

2000万千瓦以上。

机构也看好风电板块中长期发展机会。万

联证券指出， 陆上风电平价上网期限临近，风

电行业抢装潮预计将持续，预计四季度风电装

机量继续保持高增长。国网公布最新一批可再

生能源补贴项目清单， 其中19个风电项目合

计1.01GW。 今年以来的海上风电景气行情有

望持续。

东北证券表示，欧美疫情对生产端影响大

于需求端，由此带来我国机电产品和运输设备

相关产业链的投资机会。从欧美生产端短期难

以恢复所带来的内部需求和出口替代两个角

度看，目前我国相关的产业链在全球已具有一

定的优势，有望迎来中长期发展机会。

房企审慎拿地 土地市场降温

□本报记者 张军

受房企降负债、调控政策收紧影响，房企

拿地热情有所下降，土地市场降温。 机构数据

显示，10月5日-11日，40个主要城市土地成交

量环比下降71%，成交金额环比下降83%。 31

家受监测房企9月新增土储总建筑面积环比

下降10%，新增成交金额环比下降1%。

拿地热情下降

据中指研究院监测数据，10月5日-11日，

40个主要城市土地供应量环比增长109%，成

交量环比下降71%，出让金总额较前一周下降

83%。 住宅用地供应72宗，较前一周增加3宗；

供应面积383万平方米，较前一周增加30万平

方米。

同期40个主要城市住宅用地成交13宗，

较前一周减少57宗；成交面积90万平方米，较

前一周减少420万平方米； 成交金额84亿元，

较前一周减少634亿元。

克而瑞地产研究中心称，9月土地市场成交

溢价率较8月环比下降1个百分点至15.2%， 创4

月以来新低。 土地流拍率为9.3%，较8月增加3.2

个百分点，流拍地块主要集中在中小城市。

新增土储方面。 31家监测房企9月新增土

储总建筑面积3124万平方米，环比下降10%；

新增土储成交总价1655亿元， 环比下降1%。

从8月底“三道红线” 融资新规出台后，土地

市场流拍率出现上升趋势，土地市场持续低位

运行。 克而瑞地产研究中心称，预计接下来房

企投资力度将分化且维持审慎拿地态度。

就公司而言，减少拿地、多元化拿地均可

有效减少拿地开支，从有息负债端实现降负债

目的。 以中国恒大为例，公司降负债的具体措

施就包括控制土储规模， 实现土储负增长，提

出力争平均每年减少3000万平方米左右土

储。 融创中国也同样提出审慎拿地。

政策继续收紧

下半年以来多城相继发布楼市调控政策，

“稳地价”为调控措施重要一环。

10月9日，徐州市住建局发布《关于进一步

促进市区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通知》，从宅地

供应、备案价格管理、装修行为与价格监管、房

地产金融政策、限售等多方面给出指导政策。

今年4月以来， 徐州市土地市场升温明

显。 如三盛集团8月以63%溢价率在徐州市拿

下龟山地块。 9月，德信地产经过313轮竞价，

以135.82%的溢价率摘得徐州一住宅用地。

此前，已有多地发布涉及“稳地价” 措施

的楼市调控政策。 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长沙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日前印发《长沙市商

住经营性用地出让限地价/溢价竞自持租赁住

房实施细则（试行）》，明确提出长沙需配套建

设租赁住房的商住经营性用地，将采取“限地

价/溢价+竞自持面积+摇号”方式挂牌出让。

成都市政府办公厅出台《关于保持我市房

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 明确提出将

增加住宅用地供应，优化供应结构，住宅用地

占经营性用地比重不低于60%，供需紧张区域

不低于70%，优先确保保障性住房用地供应。

下半年以来，监管部门多次召开房地产工

作座谈会，强调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房子是用

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确保实现“稳地

价、稳房价、稳预期” 目标。

央行日前发布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称，坚

持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坚持

“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 ，保持房地产金融

政策连续性、一致性、稳定性，实施好房地产金

融审慎管理制度。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表

示， 目前全国14个城市出台了 “稳地价” 措

施，叠加“三道红线”政策效应，预计房企四季

度整体拿地更趋稳健，地价或更趋于平稳。

“一针难求” 企业忙扩产

流感疫苗未来市场规模将超百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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