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完善國家生物安全戰略

●治理機制：要健全黨委領導、政府
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
保障的生物安全治理機制，強化各
級生物安全工作協調機制。

習近平指出，要完善國家生物安全治理體系，加強戰略性、前瞻性研究謀劃，完善國家生物安全戰略。

來源：新華社

●法規和制度保障體系：要從立法、執法、司
法、普法、守法各環節全面發力，健全國家
生物安全法律法規體系和制度保障體系，加
強生物安全法律法規和生物安全知識宣傳教
育，提高全社會生物安全風險防範意識。

●基層基礎：要夯實聯防聯控、群
防群控的基層基礎，打好生物安
全風險防控人民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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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實築牢生物安全屏障
加強風險防控治理體系建設 應急儲備必須實物產能兼顧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9日下午就加

強我國生物安全建設進行第三十三次集體學習。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

在主持學習時強調，生物安全關乎人民生命健康，關乎國家長治久安，

關乎中華民族永續發展，是國家總體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影響乃

至重塑世界格局的重要力量。要深刻認識新形勢下加強生物安全建設的

重要性和緊迫性，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貫徹落實生物安全法，統籌發

展和安全，按照以人為本、風險預防、分類管理、協同配合的原則，加

強國家生物安全風險防控和治理體系建設，提高國家生物安全治理能

力，切實築牢國家生物安全屏障。

●責任編輯：楊家鈺

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農科院副院長吳
孔明同志就這個問題進行講解，提出

了工作建議。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認真聽取
了他的講解，並進行了討論。
習近平在主持學習時發表了重要講話。
他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把加強
生物安全建設擺上更加突出的位置，我國
生物安全防範意識和防護能力不斷增強，
維護生物安全基礎不斷鞏固，生物安全建
設取得歷史性成就。
習近平強調，現在，傳統生物安全問題和

新型生物安全風險相互疊加，境外生物威脅
和內部生物風險交織並存，生物安全風險呈
現出許多新特點，我國生物安全風險防控和
治理體系還存在短板弱項。必須科學分析我
國生物安全形勢，把握面臨的風險挑戰，明
確加強生物安全建設的思路和舉措。

強化生物資源安全監管
習近平強調，要強化系統治理和全鏈條

防控，堅持系統思維，科學施策，統籌謀
劃，抓好全鏈條治理。要織牢織密生物安
全風險監測預警網絡，健全監測預警體
系，重點加強基層監測站點建設，提升末
端發現能力。要快速感知識別新發突發傳
染病、重大動植物疫情、微生物耐藥性、
生物技術環境安全等風險因素，做到早發
現、早預警、早應對。要建立健全重大生
物安全突發事件的應急預案，完善快速應
急響應機制。要加強應急物資和能力儲
備，既要儲備實物，也要儲備產能。要實
行積極防禦、主動治理，堅持人病獸防、

關口前移，從源頭前端阻斷人獸共患病的
傳播路徑。要立足更精準更有效地防，理
順基層動植物疫病防控體制機制，明確機
構定位，提升專業能力，夯實基層基礎。
習近平指出，要盯牢抓緊生物安全重點

風險領域，強化底線思維和風險意識。要
強化生物資源安全監管，制定完善生物資
源和人類遺傳資源目錄。要加強入境檢
疫，強化潛在風險分析和違規違法行為處
罰，堅決守牢國門關口。對已經傳入並造
成嚴重危害的，要摸清底數，「一種一
策」精準治理，有效滅除。要加強對國內
病原微生物實驗室生物安全的管理，嚴格
執行有關標準規範，嚴格管理實驗樣本、
實驗動物、實驗活動廢棄物。要加強對抗
微生物藥物使用和殘留的管理。

加強生物實驗室管理
習近平強調，要加快推進生物科技創新

和產業化應用，推進生物安全領域科技自
立自強，打造國家生物安全戰略科技力
量，健全生物安全科研攻關機制，嚴格生
物技術研發應用監管，加強生物實驗室管
理，嚴格科研項目倫理審查和科學家道德
教育。要促進生物技術健康發展，在尊重
科學、嚴格監管、依法依規、確保安全的
前提下，有序推進生物育種、生物製藥等
領域產業化應用。要把優秀傳統理念同現
代生物技術結合起來，中西醫結合、中西
藥並用，集成推廣生物防治、綠色防控技
術和模式，協同規範抗菌藥物使用，促進
人與自然和諧共生。

習近平指出，要積極參與全球生物安全
治理，同國際社會攜手應對日益嚴峻的生
物安全挑戰，加強生物安全政策制定、風
險評估、應急響應、信息共享、能力建設
等方面的雙多邊合作交流。要辦好《生物
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推動
制定「2020年後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
為世界貢獻中國智慧、提供中國方案。要

倡導本着科學原則、按科學規則推動新冠
病毒溯源工作。
習近平強調，加強生物安全建設是一項

長期而艱巨的任務，需要持續用力、扎實
推進。各級黨委（黨組）和政府要切實把
思想認識和行動統一到黨中央決策部署上
來，把生物安全工作責任落到實處，做到
守土有責、守土盡責。要加大投入力度，

完善政策措施，強化要素保障，把生物安
全建設重點任務抓實抓好抓出成效，提高
生物安全風險防控和治理體系現代化水
平，牢牢掌握國家生物安全主動權。要持
之以恒抓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堅決克服
麻痹思想、厭戰情緒、僥倖心理、鬆懈心
態，從嚴從緊落實各項防控措施，守住來
之不易的防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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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科興中維的工作人員在即將投產的新冠病毒滅活疫苗原液車間早前科興中維的工作人員在即將投產的新冠病毒滅活疫苗原液車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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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
國駐美大使館發言人29日表示，近
日一名中國留學生在休斯敦入境時遭
盤查並被遣返，中方對此強烈不滿和
堅決反對，已向美方提出嚴正交涉。
發言人說，近日，一名已獲得美國

政府簽發的合法簽證的中國赴美留學
生在入境時遭到美方無理盤查滋擾，
在一處狹小空間內被限制人身自由長
達50多個小時，其間正常飲食和休
息均無法保障，最終被美方以莫須有
的理由經第三國遣返。
發言人指出，美方此舉嚴重侵犯

中國赴美留學人員合法權益，導致
當事人及其父母的身心受到嚴重傷
害。
發言人稱，一段時間以來，美方

持續干擾阻撓中美教育、人文等領
域交流合作，接連發生執法人員對
中國赴美留學生進行無端、粗暴盤
問甚至遣返的惡劣事件，嚴重侵害
當事人人權。美方做法嚴重破壞中
美正常人文交流和教育合作，與美
方自我標榜的開放自由等理念背道
而馳，與開展國際人才交流的時代
潮流背道而馳，與兩國人民開展友
好交流的共同願望背道而馳，注定
不得人心，損人不利己。中方對每
起事件都第一時間向美方表明強烈
反對的嚴正立場。
發言人強調，人文交流是中美關係

的社會根基，中國赴美留學生為促進
中美相互了解和友誼發揮了積極作
用，中美教育文化合作符合雙方共同
利益。我們敦促美方將歡迎中國留學
生的表態落到實處，立即停止泛化國
家安全概念，停止遣返、盤查、滋擾
中國赴美留學人員，停止侵犯中國公
民合法權益，確保此類事件不再發
生，為中美人文交流與教育合作營造
良好氛圍。中方將繼續支持中國留學
人員依法維護其正當合法權益，並提
醒來美中國留學生提高安全意識，加
強防範。
中國駐美大使館日前發布領事服務

重要通知，提醒中國赴美留學生謹慎
選擇赴休斯敦航線入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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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聯合
國人權理事會第48屆會議「公正合理
國際秩序與人權保障」雲上邊會28日
以線上線下結合的方式舉行。來自中
國、英國、日本、委內瑞拉等國的社
會組織負責人及專家學者圍繞全球人
權治理面臨的新挑戰、踐行多邊主義
促進國際人權合作等議題展開研討。
與會嘉賓認為，新冠肺炎疫情給全球
人權治理帶來了嚴峻挑戰，國際社會有
識之士應共同努力，踐行真正的多邊主
義，促進全球人權治理向着更加公平、
公正、合理、包容的方向發展。
中國人權發展基金會副理事長兼秘

書長門立軍說，疫情之下，不少發展
中國家經濟、社會、民生受到嚴重影
響，全球發展不均衡繼續加大。公共
衞生、反恐、氣候變化等領域的非傳
統安全威脅對世界人權事業影響也日
益凸顯。
英國教育專家蓋瑞．麥卡洛克說，

疫情給全世界帶來挑戰的同時也引發
了人們的反思，為完善全球人權治理
帶來新機遇。
邊會上，與會嘉賓還揭露部分國家的

人權劣行，認為包括聯合國在內的國際
社會應發揮應有作用，遏制此類行徑。
門立軍說，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

肆虐，少數國家卻奉行「疫苗民族主
義」，破壞全球抗疫合作，侵害相關
國家人民的生命權、健康權等基本人
權。有的國家打着多邊主義幌子行單
邊主義和強權政治之實，威脅世界和
平以及各國人民人權。

美窮兵黷武加速恐怖主義全球化
武漢大學國際法研究所副研究員彭

芩萱分析了美式「霸權主義人權觀」
在反恐問題上的體現，認為美國長達
20年窮兵黷武的反恐戰爭不僅未能實
現目標，反而加速了極端恐怖主義的
全球化。

「世界不需要『人權教師爺』，美
國須先檢視自身。」中國現代國際關
係研究院世界政治所副所長姚琨認
為，美國等國家不僅歷史上人權記錄
劣跡斑斑，疫情之下也存在系統性種
族主義和種族歧視、將人權問題政治
化等情況。
姚琨表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作為

各方就人權問題開展建設性對話與合
作的平台，應秉持客觀、公正、非選
擇性和非政治性原則，保障和促進國
際人權事業發展。
邊會由中國人權發展基金會、中華

民族團結進步協會共同主辦。

中外專家學者：踐行多邊主義 完善全球人權治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劉凝哲北京報
道）內地天津、廣西等省市已啟動針
對重點人群的新冠疫苗加強針接種。
中國疾控中心免疫規劃首席專家王華
慶昨日就此表示，應在全程免疫後至
少6個月以上再開展加強針接種，建議
應使用原接種企業生產的疫苗，如果
無法滿足供應，也要選擇原技術路線
的疫苗進行接種。王華慶還表示，目
前內地只是針對重點人群加強免疫，
相關單位正在對全人群加強免疫進行
研究，將根據疫情形勢進行綜合研
判。

完成全程接種逾104787萬人
官方通報，截至9月28日，內地累計
報告接種新冠病毒疫苗220,605.4萬劑次，
完成全程接種的人數為104,787.2萬人。
王華慶表示，國內外研究結果均顯示，
新冠疫苗在預防感染、減少發病方面，
發揮了很大作用。在廣東此前發生的德
爾塔株疫情中，疫苗保護新冠病毒引起
的肺炎的有效率達到70%，疫苗在預防

重症、預防住院、預防死亡方面效果更
顯著。不過，疫苗接種後一段時間，一
部分人的免疫力和保護效果都在下降。
王華慶引述針對加強針的研究結果

表示，加強免疫沒有嚴重的不良反應
發生，中和抗體有快速增長或反彈。
此外，在加強免疫半年之後，雖然抗
體水平也有下降，但依然高於兩劑或
一劑接種後的峰值。「不僅抗體水平
增加，抗體譜也更廣了，意味着加強
免疫對變異株會產生更好的保護作
用」，王華慶說。

已展開序貫免疫研究
目前，內地針對三類重點人群進行

加強免疫。首先是高感染風險人群，
例如海關、檢疫、口岸，還有航空以
及涉及到隔離點的工作人員，還有定
點救治醫療單位的相關人員等。第二
是免疫功能低下，以及部分60歲以上
的人群。第三，出境、出國去高流行
風險國家的人群。
官方此前曾表示，已經展開序貫免

疫（編者註：即使用不同技術路線的
疫苗進行加強免疫）的研究，但在今
年的加強針接種上，依然強調盡量使
用原廠家、原技術路線的疫苗。王華
慶強調，在接種加強針時，要嚴格把
握禁忌症，尤其是接種新冠疫苗過程

中，如出現過敏反應，無論第一針還
是第二針，作為禁忌對象後就不可再
接種。此外，接種加強針後，需在現
場留觀30分鐘。接種完之後要避免劇
烈運動，保持平穩的生活狀態，防止
意外情況的發生。

天津等省市重點人群接種疫苗加強針

●中國疾控中心免疫規劃首席專家王華慶表示，應在全程免疫後至少6個月以上再
開展加強針接種。圖為早前廣西青少年在接種新冠病毒疫苗。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