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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款疫苗

中國生物北京生物製品研究所新冠滅
活疫苗的升級版

武漢生物製品研究滅活疫苗的升級版
●●有效中和變異毒株的二代新冠滅活疫苗

重組蛋白新冠疫苗
●●全球領先針對病毒變異量身定做的廣譜
重組新冠疫苗，從臨床試驗情況看，該
款疫苗能夠有效對抗德爾塔等變異毒
株。

mRNA變異株新冠疫苗
●●擁有自主知識產權和特點優勢，目前正
在完善mRNA平台建設和大規模生產車
間布局，有望年底前進入臨床。

國藥受關注新產品

2款特效藥

新冠特異性免疫球蛋白
●●全球首款採用新冠滅活疫苗免疫後血
漿制備的新冠肺炎特異性治療藥物。

單克隆抗體
●●具有中和作用的新冠單克隆抗體，既
可作為高危人群的短期預防，也可用
於病毒感染後疾病的治療。

3款核酸診斷試劑盒

新冠病毒核酸檢測試劑盒

30分鐘新冠病毒核酸快速檢測試劑盒

新冠病毒中和抗體檢測試劑盒

記者朱燁整理

●●中國生物北京生物製品研究所研發的二
代滅活疫苗針對的是Delta毒株。

研生物導彈滅病原 中國領先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單克隆抗

體又被稱作「生物導彈」，能像導彈那樣
精準識別並摧毀致病抗原。此前相關技術
已在疾病診斷、抗感染與抗腫瘤等方面發
揮重要作用。
如今，單克隆抗體也被視為防治新冠病毒

感染最有希望的選項之一，全球多家科研機
構正積極推進相關研究。
中國科學院微生物研究所與上海君實生物

醫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單位共同開發的重
組全人源抗新冠病毒單克隆抗體注射液已於
6月宣布進入Ⅰ期臨床試驗。
中國軍事科學院軍事醫學研究院陳薇院士

等研究人員6月在美國《科學》雜誌在線發
表論文說，他們發現了首個靶向新冠病毒刺

突蛋白N端結構域的高效中和單克隆抗體，
這為新冠藥物研發提供了新的有效靶標。
美國製藥企業禮來公司8月3日宣布啟動一

項新冠抗體療法Ⅲ期臨床試驗，以驗證其研
發的一種針對病毒刺突蛋白的單克隆抗體能
否有效預防新冠感染。這種抗體名為
LY-CoV555，是從美國一名早期新冠康復
者的血液樣本中分離而來。
此外，利用單克隆抗體治療新冠還面臨

成本上的挑戰。全球疫苗免疫聯盟首席執
行官塞思．伯克利表示：「這種療法的價
格不太可能在不久的將來降到在全球範圍
內可負擔得起的水平。」因此，如何改進
方法，降低單克隆抗體生產成本也是現階
段需要解決的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帥
北京報道）在9月4日服貿會
「北京『兩區』建設與企業
全球化論壇」上，全球化智
庫（CCG）發布《中美關係
走向對在華跨國公司的影
響》報告。該報告指，中美
關係變化對大型跨國公司在
華業務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特別在關稅問題上的影響較
為廣泛，使部分美國企業在
華採購成本增加。但是，絕
大部分跨國公司並未撤出其
在華業務，相反，受到中國
市場的吸引和更多開放政策
的鼓勵，有超過四成的跨國
公司決定增加其在華業務。
全球化智庫（CCG）副秘

書長張偉介紹，報告重點關
注了2020年世界500強企業
裏面，121家美國企業在華有
經濟活動的94家企業，對它
們的經營策略進行分析。中
美關係的不確定性，尤其是
緊張的中美貿易關係，對跨
國公司在華經營產生了較大
影響。
「外資企業看好中國經濟

的巨大潛力和韌性，看好中
國快速成長的內需市場，以
及開放的決心和投資便利化
預期，未來將把更多業務重
心放在中國。但是，許多跨
國公司仍舊面臨着政策、市
場的諸多不確定性，這必然
會對它們發展在華業務產生
一定影響。」報告指出，在
華美國500強企業中，大部分
企業對華公開態度比較謹
慎，但公開表態的企業中，
支持中美貿易正常化的聲音
佔據絕大多數。美國在華企
業是中美關係的「壓艙
石」，建議繼續發揮好中美
關係的「調和劑」「穩定
器」的作用，通過經貿合
作，增進兩國對彼此的正面
認知。報告也建議，內地繼
續改善營商環境，推動中國
與國際規則的融合，以此降
低跨國公司在華經營的障
礙，提供中國市場與國際市
場的平滑對接。

●●服貿會上展示的澳大利亞冰雪運動內服貿會上展示的澳大利亞冰雪運動內
容吸引眾多參會者前來體驗容吸引眾多參會者前來體驗。。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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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藥新冠特效新藥亮相服貿會
採滅活疫苗免疫後血漿 研製特異性人免疫球蛋白 全球首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帥北京報

道）國藥集團中國生物研製的靜注

COVID-19 人 免 疫 球 蛋 白

（pH4），在8日 30日最新獲

得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頒發

的 《 藥 物 臨 床 試 驗 批

件》，獲批開展臨床試

驗。這是全球首款採用新冠滅

活疫苗免疫後血漿製備的新冠肺

炎特異性治療藥物。香港文匯報記

者9月4日在服貿會國家會議中心展區

看到，這款「全球唯一治療新冠肺炎

特效藥」的亮相，吸引了不少觀眾。

微信公號「國藥集團」在9月3日晚間發布
消息，靜注 COVID-19 人免疫球蛋白

（pH4）以經批准的中國生物新型冠狀病毒滅
活疫苗免疫後健康人血漿為原料，採用低溫乙
醇蛋白純化分離法，並經病毒滅活及去除方法
製備而成的含有高效價SARS-CoV-2中和抗體
的靜脈注射特異性人免疫球蛋白。

含有高效價中和抗體
在2020年1月30日，國藥集團中國生物牽頭

承接科技部國家重點研發計劃「公共安全與風
險 防 控 與 應 急 技 術 裝 備 」 重 點 專 項
「2019-nCoV感染恢復期患者特異血漿和特異
免疫球蛋白製備」項目。去年4月，國藥集團
中國生物全球率先在新冠康復者恢復期血漿療
法的基礎上，研發製備了治療新冠特效藥
物——特異性人免疫球蛋白，以康復者恢復期
血漿或經批准的中國生物新型冠狀病毒滅活疫
苗免疫後健康人血漿為原料製備而成，含有高
效價SARS-CoV-2中和抗體。
該治療藥物已經納入衞健委《新型冠狀病毒

肺炎診療方案》，是全球首款採用新冠滅活疫
苗免疫後血漿製備的新冠肺炎特異性治療藥
物。目前，全球尚無同品種上市，全球也尚無
其他廠家基於已上市新冠疫苗免疫後血漿開展
靜注COVID-19人免疫球蛋白的臨床申報。
在服貿會「中國服務貿易發展成就展」上，

全球首台全自動鼻咽拭子核酸採樣機械人原型
機「鵬程青耕」，與靜注COVID-19人免疫球
蛋白（pH4）一起受到特邀參展。

鼻咽拭子機械人參展
現場講解人員介紹，在中國《山海經》中，

「青耕」被認為是上古神獸，有「青耕御疫」
的傳說，取名「青耕」，希望「青耕一出，助
天下無疫」。
據悉，青耕使用的AI視覺分析技術，可以捕

捉被採集人員的輕微移動軌跡，定位鼻孔並調
整鼻咽拭子採集角度。其高靈敏度力控機械臂
和力控伺服系統，最小力控為0.2牛頓，能將棉
籤在鼻孔中進行旋轉，力度和人工採集的力度
相當。
值得一提的是，青耕機械人系統集合了紅外

自動感應消殺設備，在每一個樣本採集後對採
樣臂完成完全消殺，避免交叉感染。青耕採樣
全程無需人工干預，目前和人工採樣效率相差
無幾，但減少醫護人員高危暴露風險，節約醫
療資源。
研發人員表示，除了鼻咽拭子採樣，這些關

鍵技術未來還將持續開發，在呼吸道、支氣
管、消化道和心血管等組織及器官的檢查檢
驗、輔助診斷等領域的臨床應用上拓展該款機
械人的應用範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朱燁、馬曉芳、
任芳頡北京報道）國藥集團中國生物首
席科學家、副總裁張雲濤對香港文匯報記
者表示，服貿會期間，國藥共帶來了9款
產品，包括4款疫苗、2款特效藥和3款
診斷試劑，其中包括全球唯一治療新冠肺
炎的特效藥靜注COVID-19人免疫球蛋白
（pH4）。
張雲濤表示，特異性免疫球蛋白是從康

復者血漿這個治療的基礎上而來的，新冠
患者的恢復期血漿，也包括在新冠滅活疫
苗免疫後的健康人群獻出的血漿中提煉出
來的抗體，把它高度純化製備而成的一種
治療的藥物，具備非常廣泛普及的抗變異
的作用。但他也提醒，此種特效藥的來源
非常受限。

他指出，國藥集團中國生物的新冠滅活
疫苗，對於目前存在的幾個變異毒株都是
能夠有效中和的。「斯里蘭卡等國的真實
研究數據顯示，我們的滅活疫苗對德爾塔
（Delta）變異毒株的中合效果雖略有下
降，但仍在保護範圍內，對這些變異毒株
仍然有效。」
張雲濤續指，國藥集團中國生物北京生

物製品研究所、武漢生物製品研究所和中
國生物研究院，在研發針對變異毒株的二
代疫苗時，都是有針對性的。比如，北京
研究所針對的是德爾塔毒株，武漢研究所
針對的是貝塔毒株，重組蛋白新冠疫苗由
於它的技術，決定了它將是一個很廣譜的
路線，對大部分的變異毒株都能夠有效中
和。

加速推進加強針
「研發方面，我們將加速推進整個滅活

疫苗加強針的使用，也已向監管當局和聯
防聯控機構遞交了加強針的相關數據，中
國也會在近期審批。」他透露，「與此同
時，我們也會加速mRNA疫苗和基因重
組疫苗以及現有疫苗的相關研究。」
談及正在阿聯酋進行的3歲至17歲新

冠疫苗臨床研究，張雲濤表示，目前來
看，針對小年齡組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數
據都很好，所以國家已經批准了國藥集
團關於兩款用於小年齡組新冠滅活疫苗
的接種。

國藥副總裁張雲濤：
目前疫苗對變種有效

●●國藥集團位於服貿會首國藥集團位於服貿會首
鋼園中的展廳鋼園中的展廳。。

香港文匯報記者朱燁香港文匯報記者朱燁攝攝

●●全球首台全自動鼻咽拭子核酸採樣機械人全球首台全自動鼻咽拭子核酸採樣機械人
原型機原型機「「鵬程青耕鵬程青耕」。」。 新華社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央視新聞報道，當地時間4日上
午，生產中國國藥新冠疫苗的設備和原料運抵塞爾維
亞首都貝爾格萊德。塞爾維亞衞生部長隆查爾和中國
駐塞爾維亞大使陳波前往機場迎接。隆查爾表示，計
劃於9日舉行工廠奠基儀式，設備經過測試後開始生產
新冠疫苗。該工廠產出的疫苗主要用於塞爾維亞，剩
餘可出口到周邊地區。
陳波表示，塞爾維亞將成為第一個生產中國疫苗的

國家，意味着中塞兩國的合作邁上新台階。
●●服貿會上服貿會上，，參觀者關注國藥集團最參觀者關注國藥集團最
新成果展示新成果展示。。 記者朱燁攝記者朱燁攝

●張雲濤表示，國藥集團中國生物的新
冠滅活疫苗，對於目前存在的幾個變異
毒株都是能夠有效中和的。

▲ 亮 相 服
貿 會 的 靜 注

COVID-19人免疫
球蛋白（pH4）。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帥攝

●●多名參觀者在服貿會運動健身多名參觀者在服貿會運動健身
工具工具KeepKeep現場體驗現場體驗。。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曉芳香港文匯報記者馬曉芳攝攝

國藥疫苗生產設備原料運抵塞爾維亞國藥疫苗生產設備原料運抵塞爾維亞

●●生產國藥新冠疫苗的設備在機場生產國藥新冠疫苗的設備在機場
卸裝卸裝。。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