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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國家多部委昨日聯合

宣佈新冠病毒疫苗研發的最新進

展。國家衛健委副主任曾益新表

示，中國科研人員正通過5條技

術路線同步加速推進疫苗研究，部

分項目已進入動物試驗階段。在確

保安全有效可及的前提下，估計最

快在今年4月份到5月份，可有部

分的疫苗進入臨床試驗，或是在特

定的條件下，爭取進入應急使用。

目前，中國各類技術路線的疫苗研

製都基本與國外同步。

疫苗最早4月臨床試驗
五研發路線同步展開進展順利 目前進入動物試驗階段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政府網消息，昨日，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中央應對新
冠肺炎疫情工作領導小組組長李克強在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書記蔡奇和市長陳吉
寧陪同下，到北京海淀考察醫療防控物資生產
供應保障情況。他強調，要在以習近平同志為
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按照黨中央、國務
院決策部署，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
促進大中小企業合作協同，進一步擴大醫療防
控防疫物資產量，有力保障疫情防控、有序復
工復產的需要。

口罩是抗擊疫情的武器
李克強聽取了全國醫用防護服、口罩等生產

供應情況匯報。李克強說，疫情防控工作取得積
極進展，醫療防控物資的供應保障起到了強有力
支撐作用。現在疫情防控正處在關鍵階段，各地

有序復工復產也需要大量口罩等防疫物資。有關
部門要繼續做好協調服務，支持企業持續加力，
開足馬力生產和擴大產能，保證重點醫療防控防
疫物資源源不斷跟上。

李克強考察了民營納通生物科技公司新上的
口罩生產線。公司負責人介紹，他們通過上生產
線和與中石化合作，迅速形成了日產近30萬隻
口罩的生產能力。看到工人們正在加裝調試新的
設備，李克強對企業繼續擴大產能予以肯定。他
詳細詢問企業用工是否短缺、增加生產還需要哪
些支持、口罩投放市場的價格等，叮囑有關部門
負責人抓緊協調幫助解決企業原材料方面遇到的
難題。李克強說，口罩是醫務人員抗擊疫情的武
器，是保護群眾健康的盾牌，也是企業有序復工
復產的堅強保障。在當前特殊時期，廣大口罩生
產企業要繼續與時間賽跑，分秒必爭加快生產，
切實保證產品質量，堅持人民利益至上，保持合

理價格水平。這既是為防控疫情出力，也是為促
進發展助力。

提高產品檢驗檢測效率
聽到介紹，目前針對緩解原材料供應壓力已

研發出新的口罩材料和可多次使用的防護口罩品
種，李克強說，這是增加口罩有效供給能力的新
路徑，要加快探索創新。他叮囑有關部門負責人
要及時跟進服務，提高產品檢驗檢測效率，在保
證質量和效用的基礎上盡快批量生產、投放市
場。全國口罩生產能力短期內要盡快適應疫情防
控中有序復工復產的需要，並按照國家相關指南
科學使用口罩，該使用的使用，避免不合理使
用。各方面要擰成一股繩，各盡其力，持續扎實
做好各項工作，堅決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努力
實現今年經濟社會發展目標任務。

王勇、肖捷、何立峰陪同考察。

李克強：多措並舉增加醫療防控物資生產供應

■昨日李克強專程到北京市海淀區一家臨時轉產的企業
督戰口罩生產。 中新社

曾益新表示，疫苗是預防傳染病最
有效的手段之一，中國在1979年

宣佈消滅天花，2000年宣佈消滅脊髓灰
質炎，都是疫苗的功勞。他坦言，疫苗
的研發有着固定的程序，過程比較複
雜。由於新冠病毒是一種新的病毒，科
研人員對它的認識還不是很清楚，所以
在疫苗研發過程中還存在一些不確定因
素。
曾益新說，在舉國體制優勢下，中

國已協調各方力量組成疫苗的研發攻
關團隊，正全力以赴加快速度，在尊
重科學、保障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
度縮短研發時間，力爭早日投入使
用。目前，部分項目已進入到動物試
驗階段。他比喻說，如果把疫苗研發
比喻成建造一棟樓，現在的進度可以
說地基已打好，樓體也已冒出地面，
正在以最快的速度一層一層往上建，
然後再進入裝修階段。
目前疫苗研發5條技術路線在同步開

展，分別是滅活疫苗、基因工程重組亞
單位疫苗、腺病毒載體疫苗、核酸疫
苗、減毒流感病毒載體疫苗。曾益新特

別介紹了第5種研發路線，即是用已批注
上市的減毒的流感病毒疫苗作為載體，
在流感病毒上面，增加一個新冠病毒的
蛋白。「如果這個技術路線成功的話，
就既可以預防新冠病毒感染，又可以預
防流感，因為這個季節也是流感的高發
季節，這樣的話臨床意義是非常大
的。」曾益新說。

三種藥物納入診療方案
在藥物研發的進展上，國家科技部副部

長徐南平表示，目前的主要進展有「三藥
三方案」。三種藥物治療已經納入診療方
案，包括中醫藥方案、上市老藥磷酸氯奎

以及恢復期血漿治療，可供醫生選用。正
在臨床試驗階段的三個藥物，包括法匹拉
韋、幹細胞治療、以及瑞德西韋。
針對備受關注的瑞德西韋臨床試驗，

徐南平表示，體外試驗顯示該藥對新冠
病毒有很好的抑制作用。武漢有10個醫
院目前參與，正進行臨床試驗。重型和
危重型患者入組超過200例，輕型和普通
型患者超過30例。由於是雙盲試驗，目
前結果未知。他表示，瑞德西韋是美國
吉利德公司的未上市新藥，假如試驗結
果顯示藥效很好，「在人民利益第一的
前提下，我們會和吉利德一起找到合適
的藥物供給方法。」

疫苗研發主要流程
◆製備疫苗：在實驗室中將病毒或其他組
成部分製成不同類型的疫苗。

◆動物實驗：在動物模型上驗證疫苗是否
有效，並進行安全性評價，完成後申請臨
床研究。

◆臨床試驗：在人體展開1、2、3期試
驗，檢驗疫苗在不同規模人群中的安全性
以及免疫力等。

◆疫苗生產：建立符合國家規範的生產工
藝和生產車間，並接受藥監部門的核查及
審批。通過核查後，獲得生產許可，經國
家權威部門檢定合格後上市。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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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衛：兩種療法3周內獲臨床結果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世界衛
生組織20日說，兩種新冠肺炎療法正在
開展臨床試驗，預計3周內獲得初步結
果。
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當天在例行記
者會上說，根據世衛組織先前確定的新
冠肺炎治療方案研發計劃，目前正在重
點開展兩種療法的臨床試驗，其中一種
療法聯合使用抗愛滋病病毒藥物洛匹那
韋和利托那韋，另一種療法使用抗病毒
藥物瑞德西韋。「我們預計在3周內會獲

得初步結果」。

抗愛滋藥和瑞德西韋
洛匹那韋和利托那韋通常聯合使用，

是治療愛滋病的常用藥物。據2004年發
表的一項研究，洛匹那韋和利托那韋聯
合使用對沙士患者具有「實質性的臨床
益處」。中國臨床試驗註冊中心網站信
息顯示，洛匹那韋與利托那韋聯合使用
的臨床試驗已在中國武漢等地的醫院展
開。

瑞德西韋是美國吉利德科技公司正在
研發的一款藥物，主要用於治療伊波拉
出血熱和中東呼吸綜合症等疾病，尚未
在全球任何國家獲批上市。武漢多家醫
院已於本月初開始該藥物的臨床試驗，
試驗預計持續到4月底。
譚德塞還在記者會上說，世衛組織國

際專家組成員正與中國同行合作，就新
冠病毒相關問題在中國開展實地調查研
究，尋找一些目前尚不了解問題的答
案，包括病毒的傳播能力和中國所採取

措施的作用等。
他介紹，國際專家組成員來自新加坡
國立大學、日本國立感染症研究所、韓
國首爾大學醫學院、尼日利亞疾病控制
中心、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美國
國家衛生研究院、俄羅斯聖彼得堡巴斯
德研究所、俄羅斯國家肺結核與傳染病
醫學研究中心以及德國羅伯特·科赫研
究所，覆蓋領域包括流行病學、病毒
學、臨床管理、疫情控制和公共衛生
等。

國產新材料 日滿足70萬防護服生產
目前疫情防控正處在關

鍵時期，部分醫用物資依
然緊缺，而防護服等成為
一 線 人 員 的 抗 疫 「 盔
甲」。「既可隔菌防水，

又可散發人體汗氣，質地柔軟……公司
研發的TPU薄膜，用於生產目前醫療防
護最高級別的防護服，讓醫護人員兼顧
防護性和舒適性。」由「國家科技成果
轉化基金」子基金主導投資的中山博銳
斯新材料公司，從大年初五至今，已為
近15萬套防護服的生產提供材料，趕援
抗疫一線。隨着本月底全面復產，7條生
產線同時運轉，日均將可滿足近70萬套
防護服的生產需求。

材料柔軟病毒無法透過
香港文匯報記者走進博銳斯車間發

現，多條醫用防護服阻菌膜的生產線正
「動起來」。「1條生產線每分鐘可生產
80平方米TPU（熱塑性聚氨酯）薄膜，
機器24小時不停，1天1條生產線預計可
產出10萬平方米。」博銳斯總工程師冷
勇稱，為進一步提高產能及品質，研發
團隊還在繼續攻關新技術。

「目前很多一線醫護人員為節省防護
服，穿紙尿褲，而長時間使用一套防護
服，因透濕性能一般，濕氣在皮膚和服
裝之間積聚，造成很不舒服且影響工作
效能。」冷勇說，作為內地TPU薄膜類

產品的開拓者，博銳斯研製的TPU薄膜
緻密、阻隔性能優異，無微孔，人體的
汗氣可向外散發，而細菌病毒卻無法透
過；目前已通過生物過敏性及體外細胞
毒性第三方檢測。

出口緊急轉援內需抗疫
「以TPU薄膜生產的醫用防護服由於

其成本較高，此前在國內流通使用並不
多。而博銳斯TPU薄膜產品之前也主要
用於出口，目前緊急轉援『內需』抗
疫。」博銳斯董事長楊文會介紹。

為支援抗疫，博銳斯目前機器24小時
「連軸轉」。楊文會稱，一線醫護人員
在前方作戰，後方理應研發出更優質的

防護服來保護他們。而越來越多的廠家
採用 TPU 薄膜加快生產出高性能防護
服，並被藥監機構快速認證，馳援湖北
戰疫一線。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方俊明 中山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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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醫用防護服的阻菌膜正在加緊生
產。 香港文匯報記者方俊明 攝

■國家衛健委副主任曾益新（右三）表示，估計最快在今年4月份到5月份，可有部分的疫苗進入臨床試驗，或是在特定的條件
下，爭取進入應急使用。 中新社

一線熱點

成都：出院10日複檢陽性需再複核
成都市公共衛生臨床醫療中心通報

稱，2月19日，成都市錦江區望江錦園
一名治癒出院後居家隔離康復的新型冠
狀病毒肺炎患者，接受有關機構復檢時
檢出核酸陽性。
據介紹，2月10日，該患者符合相

關出院指徵要求，准予出院，出院醫
囑繼續居家隔離康復14天，定期接受
隨訪和複診。19日復檢陽性後，患者
已被收入成都市公共衛生臨床醫療中
心接受進一步複核。

台灣：出院後有肺纖維化症狀
台灣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專家諮詢小組

召集人張上淳昨日表示，台灣第一名確
診個案，出院後有肺纖維化的症狀，與
SARS、H7N9復原狀況情形類似，出院
後復原仍須一點時間。
台灣首例出院患者是1月21日確診的

50多歲武漢女性台商，她1月11日出現
發燒、咳嗽、呼吸道症狀，撐了9天才
搭飛機回台，一下機就被送往醫院負壓
隔離病房治療。經過兩個多星期的治
療，2月6日出院。

武漢：前線醫護工作10天須休2天
為進一步做好援漢醫療隊服務保障工

作，武漢明確提出：一線醫護人員工作
10天休息不少於2天、醫療隊員用餐標
準每人每天200元（人民幣，下同）、
按照人均6,000元標準發放一次性慰問
補助等多項政策待遇。

武漢：將再建19家方艙醫院
武漢市委常委、市政府常務副市長胡

亞波昨日在發佈會上表示，武漢計劃再
建設19家方艙醫院，到2月25日，武
漢市儲備的方艙醫院床位要達到3萬
張。
胡亞波介紹，武漢目前已經有13家方

艙醫院開艙，可提供救治的床位達到了
13,348張，已使用9,313張，前期存在的
患者收治難已經得到有效解決，已經有
72支援助武漢醫療隊進入方艙醫院。

來源：新華社、中新社 、中通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