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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疾控專家武桂珍：國產疫苗 III 期臨床結果樂觀

內地民眾最快11月可打疫苗
◀ 武 桂 珍 表
示，國產新冠疫
苗研發進展非常
順利。圖為國藥
集團在服貿會上
展出的兩款滅活
疫苗。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



訊 據央視新聞

(

■ 武桂珍
網上圖片

報道，中國新
冠疫苗研發、

生產、接種情況如何？國際合作又會如何開展？中國

專家解答流感針疑問
問：假如剛打了流感疫苗，新冠疫苗
問世了，還能再打新冠疫苗嗎？

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生物安全首席專家武桂珍近日表
示，普通民眾最早可以於今年 11 月或 12 月，接種新冠

武桂珍：可以，一點也不衝突。

疫苗。正在武漢參與疫苗生產車間安全評審的武桂珍
也指出，目前全球共有 9 種疫苗進入 III 期臨床試驗階

問：打了流感疫苗是否會對預防新冠肺炎
也有一點作用？

段，中國就佔 5 種，其中新增一款中國與其他國家國際
合作的疫苗。

接受央視採訪時，武桂珍表示自
在己正在武漢參與疫苗生產車間安

全評審，目前我國疫苗研發生產方面在
全世界走在前列。目前全球共有 9 種疫
苗進入 III 期臨床試驗階段，中國就佔 5
種，所以非常快。新冠病毒是一個高危
病毒，需要在負壓車間生產。現在正在
緊鑼密鼓地由衞健委組織專家對生產車
間進行評審，已經有兩家生產車間通過
審批，正在進行第三家。

早打流感針減臨床識別難
武桂珍指出，秋冬季容易高發的是呼吸
道傳染病，像流感、肺炎等傳染病，並且
低溫對於新冠病毒來說是易於傳播的。新
冠早期症狀和流感會有相似地方，一個是
季節，再加上它們症狀相似，所以今年中
國疾控中心提前公布了流感疫苗接種指
南，希望提醒民眾能夠注射流感疫苗，也
防止在發生（感染）以後，臨床上容易在
識別上有一些困難。
那今年的流感疫苗足夠更多人去接種
嗎？武桂珍表示，正常情況下，流感疫
苗對預防流感非常重要，疫苗是預防傳

染病最有利、最廉價、最有效的手段。
疫苗分為兩類，國家計劃免疫疫苗和二
類疫苗，流感疫苗屬於二類疫苗。儘管
如此，國家也是在積極組織企業生產流
感疫苗。武桂珍說：「我想應該是夠
的，沒什麼問題。」
武桂珍亦指出，每年世界衞生組織都
在 2 月份和 9 月份，來組織流感疫苗推
薦 的 會 議 ， 今 年 也 一 樣 。 2020 年 到
2021 年，世衞組織推薦了 4 種組份的流
感疫苗，目前，今年大家使用的都是在
世界衞生組織推薦範圍內的。

九種 III 期臨床疫苗中國佔五
目前，全球已有超過30種新冠疫苗進
入臨床試驗階段，已經進入III期臨床試
驗階段的有9種，中國佔了其中5種。數
據顯示，目前其中4款疫苗的安全性和有
效性結果都比較樂觀，而我國也已經在7
月22日正式啟動新冠疫苗的緊急使用。
對於全球疫情來說，疫情合作尤其重要，
9 月 11 日，聯合國通過新冠肺炎疫情決
議，其中的關鍵詞也正是「合作」。
對於大家都非常關心的普通人還有多

武桂珍：流感疫苗對預防流感會有效益，新冠（疫苗）是對
新冠預防會有效益。如果打了流感疫苗，避免了流
感，更容易保持健康，也不會因為患了流感發燒等
等，在現在這種背景下去發熱門診，內心壓力小，
對醫療機構的衝擊也小。但是流感疫苗和新冠疫苗
預防的完全是兩種疾病。

久能接種新冠疫苗？武桂珍則表示，這
個時間會很短，大概 11 月或 12 月，普
通人就可以接種新冠疫苗，因為根據它
的 III 期臨床結果來看，目前進展非常
順利。「今年 4 月份的時候，我作為實
驗人群打了疫苗，這幾個月感覺非常
好，沒有任何不一樣的地方，接種疫苗
的時候，局部也沒有疼痛。」

問：是否鼓勵更多人接種流感疫苗？
武桂珍：一些人群可以優先接種，比如有慢性病的患者或老年人、兒童。我
們流感疫苗往年的接種率很低，不到 2%，在西方國家，有些國家
老年人的接種率達到了 50%，疫苗對預防流感還是非常非常有效、
有益的。
資料來源：央視新聞

已接種疫苗者皆無副作用
接種新冠疫苗後能起效多久？武桂珍
說，因為新冠肺炎的發生時間並不長，
所以疫苗研製的時間也並不長。根據以
往的經驗和過去研究的結果，我們期望
大概起效 1 年到 3 年。因為時間很短，
我們還在繼續觀察。
目前國內接種新冠疫苗的，主要是一
些出國人群。他們有的是到外面工作
的，有些是到外面學習的，佔了很大一
部分，還有外交人員，都是出於工作的
考慮。到現在為止，效果非常好，沒有
出現副作用。此外，打疫苗的這些人當
中，沒有一例感染新冠肺炎的，這是我
們觀察到的結果。

雲南瑞麗封城全核檢
$
涉疫小區全員陰性
受2例境外輸入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影響，
雲南瑞麗市於14日夜間起封城，城區市民居
家隔離，防止疫情擴散。15日起，城區市民
開始全民檢測。香港文匯報記者聯繫到正在
瑞麗的德宏傳媒集團記者楊雪梅，據她介
紹，從昨晚起，瑞麗市政府和相關部門已行
動起來，派出人員入戶通知市民按指定時間
地點進行核酸檢測，確保不漏一人。

阿聯酋批准一線醫護打華疫苗
香港文匯報訊 據經濟日報新聞客戶端消
息，當地時間 9 月 14 日，阿聯酋政府宣布
批准國藥集團中國生物新冠滅活疫苗投入
使用，並批准在一線醫務人員中使用注射
新冠疫苗。阿聯酋衞生和預防部部長阿卜
杜拉赫曼．歐維斯表示，由中國研發生產
的新冠滅活疫苗不久前完成了在阿聯酋臨
床試驗Ⅲ期，研究結果表明該疫苗安全有
效，接種對象不僅產生了針對新冠肺炎病
毒的抗體，且無明顯副作用，疫苗的安全

性具有保障。

擴國藥疫苗試驗規模
阿聯酋新冠肺炎國家臨床委員會主席、新
冠滅活疫苗臨床試驗Ⅲ期首席研究員娜瓦爾
．卡埃比博士在周日舉行的通報會上詳細介
紹了新冠滅活疫苗臨床試驗情況。據介紹，
有來自125個國家的31,000人參加了為期六
周的新冠滅活疫苗臨床試驗，試驗結果令人
鼓舞。疫苗接種者均產生了病毒抗體，且目

市內生活物資充足
受訪者供圖
按照當地的疫情防控要求，瑞麗城區市民 ■ 瑞麗市民參加核酸檢測。
全部進行居家隔離，其間所需生活物資，由
工作人員保障。15 日上午，楊雪梅一路看 政府承擔。當地已對發現輸入病例的小區
到，瑞麗市幼兒園、瑞麗市第一民族中學和 開展全員核酸檢測，1,185人全部為陰性。
15 日中午 12 點，楊雪梅去到瑞麗市猛卯
猛卯小學大門緊閉已全面停課。而平日繁華
的南卯街和人民路行人稀少，沿街店舖已關 鎮友誼文化廣場，看到醫務人員正為聚居友
閉；在該市多個小區門外，工作人員設置了 誼社區的中緬邊民做核酸檢測；廣場的另一
臨時柵欄，並派專人值守，人員出入需登記 邊，網格單位工作人員正在為居民登記。而
並測量體溫。而少數照常營業的超市物資充 在興安社區，居民早早接到通知到社區登記
檢測，在現場工作人員的指揮下，保持距
足，並無搶購囤物資現象。
按照當地疫情防控要求，瑞麗城區市民 離、有序入場，避免扎堆，秩序井然。
■香港文匯報記者 丁樹勇 雲南報道
將用 3 天時間進行全民檢測，檢測費用由

前尚無嚴重副作用或其他不良反應報告。
娜瓦爾博士強調，為充分驗證疫苗的安
全性，在阿聯酋開展的臨床試驗還特別針
對1,000名患有慢性疾病志願者疫苗不良反
應作了密切跟蹤，並未出現任何併發症。
由國藥集團旗下中國生物技術股份有限公
司生產的新冠滅活疫苗於 6 月 23 日正式啟
動在阿聯酋的國際臨床Ⅲ期試驗，試驗原
本計劃為 15,000 名志願者注射疫苗，後將
試驗規模擴大至31,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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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臨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參與投資設立上海金浦科技創業股權投資基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性、
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責任。
重要內容提示：
˙上海臨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本公司」或「上市公司」）全資子公司上海臨港經濟發展集團投
資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臨港投資」）擬作為有限合夥人（LP）出資人民幣6,000萬元，認購上海金浦科技創業股
權投資基金合夥企業（有限合夥）（以下簡稱「金浦科創基金」或「基金」）出資總額的10%。
˙本次交易不構成關聯交易，不構成《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管理辦法》規定的重大資產重組，本次交易無需提交公司
董事會及股東大會批准。
˙特別風險提示：基金尚處於籌劃設立階段，尚需取得工商行政管理部門的核准和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協會備案，實施
過程存在一定不確定性。基金在後期運營過程中，所投資的項目受宏觀經濟、行業週期、投資標的公司經營管理、投資
方案等多種因素影響，可能存在投資失敗及基金虧損的風險。公司將充分關注並積極防範風險，按照有關法律法規的要
求，嚴格管控項目盡調、論證、分析和審核等各個過程，切實降低公司投資風險。
˙公司將持續關注基金設立後續推進情況，並根據《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等要求，及時履行後續信息披露義
務。敬請廣大投資者理性投資，注意風險。
一、對外投資概述
為貫徹落實上海科創中心建設和長三角一體化戰略，促進上海傳統行業轉型升級和長三角地區產業一體化，公司下
屬全資子公司上海臨港經濟發展集團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擬作為有限合夥人（LP）出資人民幣6,000萬元參與投資上海金
浦科技創業股權投資基金合夥企業（有限合夥），占金浦科創基金出資總額的10%。
本次交易不構成關聯交易，不構成《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管理辦法》規定的重大資產重組，本次交易無需提交公司董
事會及股東大會批准。
二、合作方基本情況
（一）普通合夥人/執行事務合夥人
名稱：上海金浦環保投資有限公司
統一社會信用代碼：91310000MA1FL4JF1C
類型：有限責任公司（自然人投資或控股）
住所：上海市崇明區新河鎮新中路786弄5號318室
法定代表人：呂厚軍
註冊資本：人民幣1,000萬元
成立時間：2017年9月29日
經營範圍：投資管理，投資諮詢，資產管理，股權投資管理。（依法須經批准的項目，經相關部門批准後方可開展
經營活動）
（二）有限合夥人
1、上海倉繁廩灃企業管理合夥企業（有限合夥）
統一社會信用代碼：91310117MA1J4BBU3F
類型：有限合夥企業
主要經營場所：上海市松江區新濱鎮新綠路398號
執行事務合夥人：楊義春
成立時間：2020年6月18日
經營範圍：一般項目：企業管理咨詢，商務信息諮詢，會務服務，展覽展示服務，市場營銷策劃，企業形象策劃，
財務諮詢，市場信息咨詢與調查（不得從事社會調查、社會調研、民意調查、民意測驗）。（除依法須經批准的項目，
憑營業執照依法自主開展經營活動）
2、上海廩傑灃實企業管理中心（有限合夥）
統一社會信用代碼：91310230MA1JWB772R
類型：有限合夥企業
主要經營場所：上海市崇明區長興鎮江南大道1333弄11號樓(臨港長興科技園)
執行事務合夥人：周麗蘋
成立時間：2020年3月4日
經營範圍：一般項目：企業管理諮詢，商務信息諮詢，會務服務，文化藝術交流與策劃，市場信息諮詢與調查（不
得從事社會調查、社會調研、民意調查、民意測驗），設計、製作各類廣告。（除依法須經批准的項目外，憑營業執照
依法自主開展經營活動）
3、上海松江創業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統一社會信用代碼：91310117MA1J26WU29
類型：有限責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資或控股的法人獨資）
住所：上海市松江區榮樂東路2279號二幢
法定代表人：徐木松
註冊資本：人民幣2,000萬元
成立時間：2017年6月1日

經營範圍：投資管理，投資諮詢（除金融、證券），企業諮詢管理，實業投資，創業投資，企業管理，商務諮詢，
會務服務，財務諮詢。（依法須經批准的項目，經相關部門批准後方可開展經營活動）
4、浙江永強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社會信用代碼：91330000743452075L
類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所：浙江省台州市臨海市前江南路1號
法定代表人：謝建勇
註冊資本：人民幣217,573.6503萬元
成立時間：2001年6月18日
經營範圍：戶外用品及傢俱、遮陽用品、工藝品、金屬鐵製品的製造、銷售；經營進出口業務，投資管理。
上述各合作方與本公司不存在關聯關係，未直接或間接持有本公司股份。截至本公告日，亦無增持本公司股份的計
劃，與本公司不存在相關利益安排，且與第三方不存在其他影響本公司利益的安排。
三、投資標的基本情況
1、投資標的基本情況
名稱：上海金浦科技創業股權投資基金合夥企業（有限合夥）
類型：有限合夥企業
基金規模：6億元
執行事務合夥人：上海金浦環保投資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上海金浦智能科技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金浦科創基金的投資人及投資比例如下：
序號

名稱

1

上海臨港經濟發展集團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2

單位：人民幣萬元

認繳金額

出資比例（%）

出資方式

6,000

10.0000

貨幣

上海倉繁廩灃企業管理合夥企業（有限合夥）

20,000

33.3333

貨幣

3

上海廩傑灃實企業管理中心（有限合夥）

18,500

30.8333

貨幣

4

上海松江創業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9,000

15.0000

貨幣

5

浙江永強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6,000

10.0000

貨幣

6

上海金浦環保投資有限公司（GP）

500

0.8333

貨幣

60,000

100

合計

註：上表中股權比例計算均按四捨五入原則列示，如明細與合計存在的尾差為四捨五入導致。
2、基金管理人基本情況
名稱：上海金浦智能科技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類型：有限責任公司（自然人投資或控股）
住所：上海浦東新區南匯新城鎮環湖西二路888號C樓
法定代表人：呂厚軍
註冊資本：人民幣500萬元整
成立時間：2017年3月15日
經營範圍：投資管理，資產管理，實業投資。（依法須經批准的項目，經相關部門批准後方可開展經營活動）
上海金浦智能科技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已在中國基金業協會登記為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記編碼：P1063908。
四、合夥協議的主要內容
（一）出資方式
合夥企業的認繳出資總額人民幣陸億（600,000,000）元，由全體合夥人繳納。執行事務合夥人可以於其認為合適
的時間宣佈進行交割。
合夥企業的首次交割日（即認繳出資繳付日）為2020年9月22日，封閉日為2021年6月22日，執行事務合夥人將根
據實際獲得的實繳出資額進行變更登記。
（二）基金期限
基金存續期為7年，其中投資期自首次交割日起算，至以下情形中先發生之日為止：（1）首次交割日起算的第三週
年的最後一個工作日；或（2）認繳出資總額（違約合夥人之認繳出資除外；不包括為支付至存續期限屆滿所需支付的
基金費用、支付投資決策委員會在投資期內已經批准的投資項目或對現存的投資項目進行追加投資之目的所做的合理預
留）全部使用完畢之日；（3）發生普通合夥人終止事件且替任的普通合夥人未能如約產生；（4）持有有限合夥權益之
85%的有限合夥人決定終止投資期。
投資期結束後至存續期限屆滿的期間為管理及退出期。
為合夥企業的經營需要，經執行事務合夥人提議並由有限合夥人代表委員會批准，可將合夥企業存續期延長一次，延長
期不超過一年。

（三）管理費
管理人負責合夥企業的投資、管理和運營。管理人負責向合夥企業提供的管理服務包括但不限於提名投資決策委員
會委員，對投資目標實施調查、分析、設計交易結構和談判，對被投資公司進行監控、管理，制定並實施投資退出方案
等與合夥企業管理運作相關的其他事項。管理人向本合夥企業收取管理費。
合夥企業應向管理人支付管理費，管理費主要用於維持基金管理人的日常運作、業務發展和團隊建設，主要包括團
隊薪酬、差旅費、招待費及日常運營費用。
合夥企業的管理費按照如下方式計算，並由合夥企業向管理人支付：
(1)投資期內，按照每一位有限合夥人的認繳出資的2%計算而得的年度管理費總額；
(2)管理及退出期內，按照每一位有限合夥人的認繳出資的1.7%計算而得的年度管理費總額；
(3)基金展期期間無需支付管理費。
（四）投資標的
主要投資領域包括集成電路、新能源、信息科技、新材料、醫療科技和新興消費。
（五）決策機制
金浦科創基金設立投資決策委員會，投資決策委員由管理人提名、經執行事務合夥人同意並進行任免，投資決策委
員會由3名委員組成，有權對被投資公司的投資或出售進行最終決策。投資決策委員會做出投資或出售決議需要全體投
委會委員一致同意方可通過。
上海松江創業投資管理公司、上海臨港經濟發展集團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有權各委派1名觀察員列席投資決策委員會
會議。
（六）收益分配
除基金的有限合夥協議中另有約定外，基金存續期間取得的可分配收入（不包括臨時投資取得的收入），應於取得
後三十（30）個工作日內進行分配，不得直接用於再投資。來源於某一投資項目所得的可分配收入應在所有參與該投資
項目的合夥人間按照以下順序進行分配：
(1) 返還合夥人之投資本金：按各合夥人實繳資本比例返還截止到分配時點合夥人的實繳資本（包括但不限於截至
該時點所有已發生的基金費用），直至各合夥人均收回其實繳資本；
(2)支付有限合夥人優先回報：在返還截止到分配時點合夥人的累計實繳資本之後，如仍有餘額，則向有限合夥人
進行分配（該項分配稱為「優先回報」），直至各有限合夥人之實繳資本實現8%/年(單利)的優先回報率【在計算優先
回報率時，計算期間為各有限合夥人實際繳付出資之日（資金分期到位的，按照加權平均方式計算）到收回各該出資之
日】回報；
(3)彌補回報：如在支付有限合夥人優先回報後仍有餘額，則應將該餘額向普通合夥人進行分配，直至達到（優先回
報÷80%*20%）；
(4) 80/20分配：以上分配之後的餘額的80%歸於有限合夥人，20%歸於普通合夥人。
普通合夥人根據以上第（3）、(4)項所得金額稱為「績效分成」。若合夥企業收益未達到8%/年（單利）的優先回
報率，普通合夥人無權取得績效分成。在計算優先回報率時，計算期間為各合夥人實際繳付出資之日（資金分期到位
的，按照加權平均方式計算）到收回各該出資之日。
上述的收益分配如果是以現金形式進行，應該在十個工作日內支付。
如果處置某投資項目所得的可分配收入不足以全額支付以上（1）或（2），則在合夥人之間按照投資成本分攤比例
進行分配。
五、對外投資對上市公司的影響
上海臨港以產業園區的開發、建設為主業，以園區服務、產業投資為兩翼，堅持服務於上海自由貿易區臨港新片
區、上海科創中心建設及長三角一體化建設等國家戰略，將公司發展與國家重點戰略、上海發展戰略緊密結合。金浦
科創基金主要投資集成電路、新能源、信息科技、新材料、醫療科技和新興消費等高端產業領域，推動長三角區域企業
與產業一體化發展，與公司發展戰略相契合。通過本次投資，公司將積極利用基金的平台優勢和資源整合優勢，服務於
優質的科技創新型企業，推動公司下屬園區產業及長三角區域企業融合發展。本次投資有利於公司下屬園區高端產業集
聚，促進園區產業鏈、創新鏈和價值鏈的一體化發展，有利於提高公司投資收益，提升公司的核心競爭力，符合公司及
全體股東的利益。
六、風險提示
1、基金尚處於籌劃設立階段，尚需取得工商行政管理部門的核准和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協會備案，實施過程存在
一定不確定性。
2、基金在後期運營過程中，所投資的項目受宏觀經濟、行業週期、投資標的公司經營管理、投資方案等多種因素
影響，可能存在投資失敗及基金虧損的風險。公司將充分關注並積極防範風險，按照有關法律法規的要求，嚴格管控項
目盡調、論證、分析和審核等各個過程，切實降低公司投資風險。
公司將持續關注基金設立後續推進情況，並根據《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等要求，及時履行後續信息披露
義務。敬請廣大投資者理性投資，注意風險。
特此公告。
上海臨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20年9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