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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天津內蒙古現9本土病例
2020年11月22日（星期日）

張文宏：精準防控必須做到 散發個案不應恐慌
報告：中國藥企研發支出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
京報道）中國社科院中國產業與
企業競爭力研究中心與社科文獻
出版社共同發布的《醫藥產業競
爭力報告》指出，中國是全球醫
藥產業的最大新興市場，但從整
體實力來看，中國醫藥產業徘徊
在中游水平，國際競爭力較弱，
特別是創新水平較低，研發支出
佔營收比重不及全球前20強製藥
公司的兩成，難以支持醫藥產業
競爭力快速增長。

倪夢璟、張聰 上海、
天津報道） 昨日，上

海、天津、內蒙古相繼公布新冠確診病例情況。截至香港文匯
報記者發稿，上海與天津確診的 7 名本土新冠確診病例均已接
受隔離治療，相關密切接觸者亦接受核酸檢測。而隨着冬季到
來，業內專家指出，在全球疫情的蔓延背景下，輸入性病例的
風險會增加，個別散發性病例的出現不應引起恐慌，上海市新
冠肺炎臨床救治專家組組長張文宏表示，「外防輸入、內防反
彈」依然有效，但「整體的反應體系、快速追蹤和精準防控能

醫藥出口遠小於進口

力，是必須做到的。」

■天津濱海新區核
酸檢測現場。
酸檢測現場
。
香港文匯報
記者張聰 攝

■昨日，上海市浦東醫院實行閉環管理。11 月 20 日，上海市浦東新區周浦醫院、浦東醫院
發熱門診各報告一例疑似新冠肺炎病例，經專家會診診斷為確診病例。
中新社

據國家衞健委官方網站昨日公布，31 個省（自治
根區、直轄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報告新增確診

病例 16 例，其中境外輸入病例 9 例（均在上海），本
土病例 7 例（天津 5 例，上海 2 例）；無新增死亡病
例；無新增疑似病例。內蒙古自治區則報告新增本土
新冠肺炎確診病例 2 例，均為呼倫貝爾滿洲里市確診病
例。目前針對此二人密切接觸者的流行病學調查及篩
查排查工作已經展開。

上海 2 病例為夫妻 1 人在醫院工作
根據上海市官方表示，上海新增的2例確診病例為夫妻
關係，居住在浦東新區周浦鎮明天華城小區。目前，病
例所到訪過的場所均已進行封閉管理，終末消毒。病例
李某某所在工作場所浦東醫院已實行閉環管理，病例女
兒就讀的學校已落實好隔離、檢測、消殺等相關措施，
全部改為線上教學。
經過連夜排查，兩名病例密切接觸者86人已全部落實
隔離觀察措施，完成首次核酸採樣；已排查到篩查對象
8,120 人，全部完成核酸採樣，所有篩查檢測結果均為
陰性。
正在上海浦東醫院內隔離的志明說：「現在所有在醫
院裏面的人都已經經過了核酸檢查，進行了封閉管

粵健康碼經驗：
防疫且護私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靜怡 廣州報道）昨日，在
2020年「讀懂中國」國際會議（廣州）同步舉行十場平
行研討會上，圍繞「互聯網與美麗中國健康中國」主題
討論時，廣東省副省長李紅軍表示，在今年抗擊新冠肺
炎疫情過程中，廣東充分發揮互聯網優勢，大力構建全

理。」
志明20日去該醫院陪護親友，並留下過夜。他說，如
今除了需要接受醫院安排的核酸檢測，還需要在院內隔
離14天。
「現在醫院的氣氛也還好，因為醫護人員也很
多，大家並不感到很緊張，有的醫護的親友還為他
們送來了物資。」而據上海市衞健委公布，浦東醫
院日常門急診醫療服務已暫停，並將嚴格封閉式管
理，已對在院的 4,015 名員工和患者及陪護人員進行
隔離觀察，上海還將確保各項措施特別是防護措施
落實到位。
同時，兩名病例所在小區，即浦東新區周浦鎮明天
華城小區已被列為中風險地區，中風險地區相關人員
原則上不離滬，確需離滬的須持 7 日內核酸檢測陰性證
明。上海市其他區域風險等級不變。

張文宏：再次印證冬春季風險
張文宏表示，以此次上海新增確診病例為例，與此前
上海公布的另一起病例並未看到交叉點，為兩個散發的
病例。
「隨着冬季的到來、全球疫情的蔓延，輸入性病例的風
險會增加。這例病例的出現，再次印證冬春季風險存在，

流程立體的「互聯網＋」疫情防控體系，「互聯網＋」
醫療健康的重要作用更加突出。

已覆蓋 7144 萬居民
他表示，截至目前，廣東已有7,144萬居民建立了電子
健康碼，實現醫療健康服務「一碼通用」。
「目前，廣東全省互聯網醫院網上問診服務達到了
269 萬人次，網上發熱問診服務 10.3 萬人次。」李紅軍
表示，透過「互聯網+醫療健康」，構建起了具有廣東
特色的線上支援湖北救助的模式，其中頂級專家開展

特別是物流、冷鏈相關，全國各地都會面臨這個風險。」
他說，「外防輸入、內防反彈」依然有效，此前疫情
防控當中培養出來的衞生習慣應當謹記；在當前背景
下，不能保證後面不會再出現輸入性的、散發的和物流
相關的病例，但就是整體的反應體系、快速追蹤和精準
防控能力必須做到。
他並稱，此次疫情的發生不應引起恐慌，「我們在常態化防
控下生活。」

天津濱海全民核檢 部分集中隔離
而根據天津疫情防控形勢需要，天津濱海新區宣布，從昨
日起，利用2天至3天時間組織開展「濱城大篩查」，對全體
居民進行大規模核酸檢測。
天津市民方女士說：「昨晚接到核酸檢測的通知後，
糾結了一晚上，畢竟孩子太小了，而且擔心現場人太
多。來了之後發現比想像的情況好很多，大家都是分撥
來的，沒有扎堆兒。工作人員看我抱着孩子，主動讓我
們先進來做檢測，現場秩序也非常好。」
在被劃為高風險地區的天津瞰海軒小區，住在2號樓的
馬女士一家則已經被轉移到指定的集中觀察隔離點。
「雖然我們所住的樓門目前沒有密切接觸者，但集中隔
離還是對大家都負責任的做法，非常理解。」

遠程救助輔導 67 次。
中國網絡空間安全協會秘書長李欲曉表示，在疫情
防控常態化的今天，健康碼成為中國防疫必不可少的
「神器」。他表示，為了解決群眾擔心的信息網絡安
全問題，中國在今年 4 月底就實施了《個人信息健康
碼》系列國家標準。「該標準目前已經覆蓋到了國內
所有的省份。」
據了解，該系列國家標準實施後，內地已經實現健康
碼的碼制、展現方式和數據內容等三個方面的統一，有
效統籌兼顧了個人健康信息保護和共享利用。

多省區降雪封路
京多架航班取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
報道）東北地區的降雪已經明顯收
斂，但中東部新一輪大範圍雨雪過程
又悄然開場，華北多地昨日更是迎來
今冬初雪。降雪帶來美景的同時，也
引發了部分地區交通問題。
受降雪天氣影響，昨日一早，河北、山
西、內蒙古等地 60 餘條高速的 70 多個路
段封閉。在航班方面，截至昨日下午 1 時
30 分，北京首都國際機場已執行航班 406
架次，取消 119 架次，北京大興國際機場
亦調減航班170架次。
降雪及道路結冰對地面交通影響較
大。據交通運輸部消息，昨日早 7 時 45
分，吉林、內蒙古、河北、山西、陝
西、寧夏、甘肅等7省（自治區），共64
條高速公路 78 個路段封閉。截至當日下
午 5 時，仍有河北、山西、內蒙古、吉
林、陝西等 5 省（自治區）的 32 條高速

上合組織秘書長：冀建產業合作平台
上海合作組織（下稱上合組織）秘書長諾羅夫點讚
了中國抗疫成果。他表示，留意到中國抗擊疫情中的
工作非常高效，包括防護措施、完善公共衞生體系以
及在疫情蔓延期間利用互聯網給居民提供便利的服
務。
他還拋出橄欖枝，希望可以建立中國與上合組織成員
國產業合作平台。「尤其是廣東在『互聯網+』醫療健
康方面的成績令人關注。」

雪鄉景區路難行
交警護送首批客
20 日零時，黑龍江省海林市雪鄉國家森
林公園的「中國雪鄉」景區今年正式開園
迎客。雖然受連日來黑龍江大範圍強降雪
高速封路、部分旅客列車停運或調整運行
區段影響，開園首日仍然有一大批遊客。
他們在當地交警的護送下到達了「中國雪鄉」景區，搶
「開門紅」的好彩頭。

$

41個路段道路封閉。
機場亦是受降雪影響的重災區。為應對
此次降雪，空管部門提前一周作了準備。
華北空管局各管制單位提前制定降雪天氣
下運行保障措施。此次降雪過程對首都、
大興兩機場早出港航班影響較大。
華北空管管制部門根據空域內的氣
象、機場、運行情況及首都、大興兩場
的道面以及除冰設施情況，並制定了指
揮預案。

限流預約入園 入口自動測溫

內地多處持續降溫
在氣溫方面，伴隨大範圍雨雪再次鋪
展，冷空氣的持續影響也將使得中東部
氣溫繼續下滑，江南及其以北地區氣溫
陸續轉為較常年同期偏低水平。
此外，中東部氣溫也將大範圍創下立秋
後的新低。降溫過後，預計北京今日（22
日）最低氣溫僅為零下5攝氏度左右。

報告稱，「十三五」期間，中
國醫藥產業市場佔有率逐步擴
大，世界排名躋身前 20 強經濟
體，且排名逐年上升；但醫藥產
品出口額仍遠小於進口額，2018
年 貿 易 競 爭 力 指 數 排 名 第 47
名，與德國、美國等發達國家相
比，國際競爭力仍有差距。此
外，中國醫藥產業的創新水平較
低，難以支持醫藥產業競爭力快
速增長。
從研發支出佔營業收入比重來
看，2017 年，全球前 20 強製藥
公司比值的平均值為 21.5%。其
中，醫藥巨頭羅氏研發支出高達
92 億美元，佔營業收入的比重
達55.8%。
然而，中國醫藥製造業研發支
出僅佔營業收入的 2.84%，較全
球前 20 強製藥公司比值的平均
值低逾18百分點。
此外，中國醫藥產業龍頭企業與全球醫藥
巨頭規模懸殊，引領作用較弱。根據美國
Pharm Exec雜誌公布的2020年全球製藥企業
50強排行榜，雲南白藥、中國生物製藥、恒
瑞醫藥和上海醫藥入圍，分別位列37、42、
43 和 48 名；不過排名第一的羅氏銷售額達
482.87億美元，雲南白藥42.84億美元，僅佔
羅氏銷售額的8.87%，說明中國醫藥龍頭企業
依然與全球最高水平有很大差距。
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郭朝先
指出，「十四五」期間，中國仍應持續發力
生物醫藥領域，重點關注、研發生物醫藥領
域的關鍵核心技術，超前謀劃布局，開展前
沿引領型研究。此外，須聚焦原料藥中高端
加工製造領域，加大科技研發投入力度，這
對於中國醫藥產業結構性轉型、發力產業鏈
中高端環節具有重要意義。

■昨日
昨日，
，遊人在雪中遊覽北京首鋼園
遊人在雪中遊覽北京首鋼園。
。當日
當日，
，北京迎來今冬第一場雪
北京迎來今冬第一場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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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

今年來到「中國雪鄉」的遊客還有新的觀賞體驗。他
們可登臨祈福台，敲響鼓面、祈福諸事順利。「神鼓」
氣勢恢宏，鼓面直徑 16.5 米，榮獲 2020 年上海大世界基
尼斯紀錄之最大立式鼓造型雕塑。
同時，「中國雪鄉」景區嚴格常態化疫情防控，將亞
雪山門進行改造，提升山門公共區域面積，各園區入口
均安裝自動測溫系統，實行限流預約入園，規範管理提
升服務。
據了解，隨着連日來降雪的裝點，目前「中國雪鄉」
景區內積雪達20多公分，雪景已初具雛形。
■香港文匯報記者 于海江 哈爾濱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