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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疫情全球大流行，觸發各
地疫苗競賽，據世界衞生組織的統計，截至上月21日，
全球有166項預防新冠肺炎的疫苗，其中24項已進入臨床
試驗階段。以中國、美國及英國的團隊叮噹馬頭，爭取今
年年底前推出疫苗。疫苗有望即將面世，各地政府也爭相
斥巨資預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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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進展
該疫苗(Ad5-nCoV)已完
成第二階段測試，正開
始第三階段測試，會為
9,000位志願者接種測試
疫苗，預料最快年底會
有結果。

該疫苗(AZD1222)利用
一種引起黑猩猩出現普
通感冒、病毒結構貌似
新冠肺炎的病毒，透過
基因工程模製而成。疫
苗已進入臨床二、三期
人體測試，廠方預料最
快10月問世，向全球供
應20億劑疫苗。藥廠已
和美國、英國、歐洲國
家敲定預訂合約。

已進入臨床試驗。

疫苗進行後期臨床人體
測試，最快10月向相關
監管部門申請最終審
查，計劃在今年年底前
生產一億劑疫苗。

俄羅斯政府指疫苗可於
本 月 獲 「 有 條 件 批
覆」，而臨床試驗還需
要超過1,600名志願者檢
驗疫苗的安全性與成
效。若疫苗獲批，相關
企業或將於下月（9月）
起大規模投產。

理大疫苗將投產 800萬劑留港澳
與澳門內地大學合作與澳門內地大學合作 動物試驗成功無副作用動物試驗成功無副作用

■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

新冠肺炎大爆發，全球確診人數逾1,800萬

人，香港亦正經歷第三波疫情，確診數逾

3,500 人，各地均急盼有效疫苗以解燃眉之

急。香港理工大學、澳門科技大學等院校組

成的研究團隊近日在疫苗研發取得重大突

破，專家在獼猴等動物身上試驗「重組 RBD

蛋白疫苗」，發現有效預防新冠肺炎病毒感

染達100%，且沒有副作用，現已與台灣的疫

苗廠商簽署合同，相信疫苗不久後將可面

世。團隊指日後若疫苗投產，期望能為香港

及澳門預留800萬劑，實行全民抗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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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組基因方式 疫苗易量產

理工大學該款
港產疫苗有望問
世，加上世界各
地藥廠的疫苗研
發 工 作 如 火 如
荼，身兼特區政

府抗疫督導委員會專家顧問的中大呼吸系統
科講座教授許樹昌表示，今年底至明年初將
陸續有疫苗出爐，各地政府目前已爭相預購
疫苗，香港也不能「執輸」，他將會向政府
建議預購多款疫苗。

他透露，衞生防護中心旗下兩個科學委員會
將參考藥廠提供的數據，在本月中建議政府預
購多款疫苗，並按藥廠的研發進度決定是否繼
續落訂單。他補充，原則上新冠肺炎疫苗的採
購工作與季節性流感疫苗相若，專家們會建議
對高危組別優先預購疫苗。

有病毒專家指出，疫苗研發是一場未到最
後不知成效的過程，安永（EY）會計事務所
生命科學領域的專家Alexander Nuyken也曾估
計，進入測試階段的新冠肺炎疫苗，約九成
最終失敗告吹，因為當疫苗注入人體所產生
的抗體存在不確定性，能否提供保護？會不
會發生不良反應？必須在通過動物試驗和三
期臨床試驗才能回答。

所以香港在採購疫苗時，應採取「大包
圍」原則，同時預購多款疫苗，萬一有疫苗
試驗中途失敗，也有其他疫苗作後備。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許樹昌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詹漢基）為抗擊新冠肺炎疫
情，全球各地正盡力研發疫苗，根據世界衞生組織
的資料顯示，全球研發中的新冠疫苗多達150種，
當中包括腺病毒載體疫苗、滅活疫苗、核酸疫苗、
減毒流感病毒疫苗載體製成的疫苗等。是次澳科大
率領的團隊研發的則屬「重組蛋白疫苗」。
澳門科技大學醫學院教授張康解釋指，新冠病毒
表面刺突（Spike）蛋白受體結合區域（S-RBD）與
宿主細胞受體血管緊張素轉化酶2（ACE2）結合，
介導宿主細胞進入。他表示，組成S蛋白的氨基酸
有2,000多個，並各自組成不同的區域，其中最重要
的正是今次研究重點S-RBD。
「重組蛋白疫苗」是利用基因工程方式，產生新
冠病毒最有可能作為抗原的 S 蛋白，亦即是
S-RBD，將其注射到人體內，刺激人體產生抗體。

張康指出，團隊將S蛋白的所有區域逐個研
究，發現除了S-RBD外，其餘區域均會產生
極強的副作用，例如引起嚴重的炎症反應。
他形容，利用重組基因的方式開發疫苗，

是「最成熟的工業技術」，因市面上流感
疫苗、子宮頸癌疫苗等都是利用這種方式開
發，故此技術容易量產，又不會產生副作
用，「新疫苗也許供應多個地區甚至國家，
所以要用最少的成本，生產最多的疫苗。」
理大應用生物及化學科技學系客座教授劉耀

南補充指，團隊現正準備進入臨床階段，「現
時超時速來做」，他相信生產該疫苗的生物技術
方法具有很高的成熟度和可行性，故有望進行大規
模量化生產，「若生產數量越大，成本就越便宜，
故新疫苗在價錢方面絕對有優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上海
市新冠肺炎醫療救治專家組組長、復旦大學附屬
華山醫院感染科主任張文宏表示，香港目前的疫
情還是在可接受範圍內，但現在也是到了一個非
常關鍵的時間節點，需要擴大檢測、隔離感染
者、嚴守社交距離，最近國家和香港地區都非常
重視香港疫情的防控，相信後期來看會有成效，
且逐漸降低對深圳的壓力。
近日，張文宏來到深圳作主題講座，對新冠肺
炎防疫作了有關闡述。他在講座中提到他對香港
疫情的一個評價，認為香港目前的疫情還是在可
接受範圍內，但現在也是到了一個非常關鍵的時
間節點，一旦疫情蔓延，會造成對醫療資源的擠
兌，會發生醫療資源吃緊的現象，而這個現象會
造成死亡率明顯地增高。

「要把檢測放在第一位，在最短的時間內把檢
測的能力提升到最大，盡一切可能最快最精準地
發現並找到病人。」他認為，香港專家的防控水
平在國際上領先，會密切關注香港疫情防控，希
望疫情能夠盡快得到控制。
張文宏表示，對這次疫情，內地最主要的經驗和

科學決策就是檢測：擴大檢測，實施管控。北京出
現疫情後，也是需要全國各地支援，支援的就是檢
測，使得北京的核酸檢測效率大大提高，從一個醫
院一天一千左右的檢測量提高到一萬左右，通過充
分的檢測發現病人，是進行傳染病防治的第一步。
「精準防控，擴大監測，然後有效追蹤，找到病人
和密接者後進行隔離。這個經驗我認為是很重要
的，對其他城市也會產生示範效應。」
香港疫情引發關注，深圳更在短期內連續升級

對跨境者的防疫措施。對此，張文宏表示，深圳
對從口岸入境的旅客採取了非常到位的檢測和隔
離措施，而且有非常好的預警機制，一旦觸發，
可立即啟動精準防控。目前深圳已經設置非常多
的隔離點，也擴大了檢測能力，也有很好的社區
管理經驗，深圳下一步的疫情走向應該沒有大的
風險。

長者醫護學生應優先接種
此外，張文宏還提到，如果有了新冠疫苗，有
三類人應優先注射。第一是患病率、病死率最高
的高危人群，即65歲以上的人應該全面注射。第
二是醫務人員等易感人群接種。第三是學生等聚
集人群優先接種。這三類人群接種以後，應該鼓
勵大家接種。

張文宏：港疫情已到關鍵節點

因應疫情持續惡化，全球各地的科研
人員均加緊研發相關疫苗，其中香

港理工大學、澳門科技大學及內地院校
進行的「以新冠病毒刺突蛋白受體結合
域為靶點的重組疫苗誘導保護性免疫
力」的研究項目，其突破性成果已於國
際著名學術期刊《自然》上發表。

疫苗如「香口膠」黐病毒
研究文章通訊作者、澳門科技大學醫

學院教授張康指出，新冠病毒利用表面
突出的刺突入侵宿主細胞，造成病毒感
染。理大應用生物及化學科技學系客座
教授劉耀南進一步解釋，病毒的刺突與
細胞受體的關係猶如「鑰匙」和「門
鎖」，是次研發的「重組 RBD 蛋白疫
苗」則猶如「香口膠」般黏住「鑰
匙」，讓其無法插入「門鎖」進入細
胞，從而阻止病毒入侵。
張康表示，研究人員於小鼠、兔子和

獼猴等動物身上試驗，發現單劑注射後
的一兩星期內，動物能出現強烈而有效

的抗體反應，成功率高達100%且沒有任
何副作用，「免疫反應非常強」。他又
指，未來或可用於受免疫的血清治療受
感染者，但新疫苗在人類身上是否有相
同的成功率、能否抵抗病毒變異等問
題，仍有待進一步臨床試驗。
劉耀南透露，北美國家、特區政府均曾

與他聯繫，表明對新疫苗感到興趣。團隊
已和台灣最大的疫苗製造廠簽署合同進行
中小型生產，他已向廠商提出要求，若成
功研發新疫苗，需為港、澳兩地預留800
萬劑疫苗，協助兩地居民共同抗疫。

臨床測試初始成本達億元
被問到相關疫苗的研發成本，團隊回

覆指，用於臨床測試的相關費用包括臨
床研究機構(CRO)、毒理學和試行工廠的
初始成本可以高達一億元。若以十萬人
參與的大規模臨床試驗，及大規模製作
來計算，成本可高達五六億元。不過，
團隊強調，與現有疫苗生產商合作，可
使用既有的基礎設施以節省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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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組RBD蛋白疫苗優勢

資料來源：理大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

■在小鼠、兔子和獼猴等動物身上試
驗，發現單劑注射後的一兩星期內，能出現

強烈而有效的抗體反應

■動物實驗成功率高達100%

■沒有任何副作用

■重組RBD疫苗的生物技術亦成熟，可用於大規模
生產疫苗

■未來或可用受免疫的血清治療受感染者

■■左起左起：：理大應用生物及化學科理大應用生物及化學科
技學系客座教授劉耀南技學系客座教授劉耀南、、理大常理大常
務及學務副校長衞炳江務及學務副校長衞炳江、、澳科大澳科大
醫學院院長霍文遜及澳門科技大醫學院院長霍文遜及澳門科技大
學醫學院教授張康介紹最新的新學醫學院教授張康介紹最新的新
冠病毒疫苗研究冠病毒疫苗研究。。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理大校園。 資料圖片■澳門科技大學亦為研究團隊一員。圖為該校校園。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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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競研疫苗 最快年底推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