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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珠海報
道）由灣區企業麗珠單抗與中國科學院生物
物理研究所合作研發的「重組新型冠狀病毒
融合蛋白疫苗」（下稱「麗康V-01」），
作為序貫加強針21日在珠海開打。

對奧密克戎絕對保護力達61.35%
據介紹，該疫苗是全球首個通過三期臨床
保護力臨床試驗，並獲得對奧密克戎高保護
力臨床結果的疫苗。

麗珠單抗公司有關負責人表示，與傳統重
組蛋白疫苗不同，「麗康V-01」在「重組蛋
白疫苗RBD二聚體」的基礎上，創新性地融
合了干擾素等。其中，作為生物佐劑的人源
干擾素，疫苗的佐劑很大程度上決定疫苗的
效力和安全性；而「麗康V-01」由於抗原結
構中融合生物佐劑干擾素，顯著增強了病毒
中和抗體水平，並產生有效的細胞應答。
「試驗數據顯示，在滅活苗基礎上採用『麗
康V-01』序貫加強，受體中和抗體水平是全

程接種滅活疫苗的四倍，保護率更好」。
試驗結果表明，在兩針滅活疫苗的基礎
上，接種「麗康V-01」加強針對奧密克戎
的絕對保護力達到61.35%，高風險人群
（60歲以上或有基礎疾病）保護力達到
61.19%。

已實現原材料國產化
而「麗康V-01」的不良反應率遠低於
mRNA疫苗和腺病毒載體疫苗，與滅活疫

苗相當。
相關公告顯示，「麗康V-01」經國家藥
品監督管理局組織論證，同意納入新型冠狀
病毒防疫「序貫加強」免疫緊急使用。據介
紹，目前「麗康V-01」已實現原材料國產
化，供應鏈穩定且物料儲備充足。該疫苗現
時的接種對象是18歲以上、已經接種兩劑
次滅活疫苗且間隔滿半年的人群，而目前珠
海市各個新冠疫苗接種門診都配備了「麗康
V-01」。

「灣區造」新冠疫苗「麗康V-01」加強針珠海開打

9月21日，四川瀘定
地震中失聯17天的甘宇
被當地老鄉找到了，當
天下午由政府派出的直
升機送至醫院救治。這
一好消息讓無數人懸着

的一顆心放了下來。甘宇在野外生存17
天創造了生命奇跡，這奇跡同樣是不放
棄的救援創造的。

9月5日瀘定地震後，灣東水電員工甘
宇和羅永放棄第一時間逃生，堅守一夜。
由於山體滑坡形成堰塞湖，水電站壩前水
位明顯上漲，羅永在震後半小時內即全部
打開洩洪閘，避免了河水漫過大壩沖毀村
莊的災難發生。9月6日一早，羅永和甘宇
一起向外逃生，甘宇因體力不支，讓羅永

出去找救援。9月8日下午，歷經重重艱
險，羅永被直升機救出，但留在山上的甘
宇與外界失聯。從此，甘宇的下落牽動無
數人的心。

發現甘宇的是當地村民倪太高。因為
震後家裏房屋不能居住，倪太高已經在
山下租了房子，他得知救援人員在附近
搜尋甘宇，覺得自己對猛虎崗一帶地形
熟悉，便主動在親戚家住下，參與尋
找。這也不是他第一次去尋找，20日上
午，他就在山上找了一圈。21日一早他
又帶着牛奶和食物上山，以便找到後能
及時給甘宇補充能量。徒步兩個多小
時，倪太高在一處山坡聽到有人呼救的
聲音，尋聲過去看到躺在樹林中的甘
宇。他一邊打電話給當地政府請求支

援，一邊將甘宇救至自己家中。甘宇雖
然全身疼痛無法行動，所幸生命體徵平
穩，精神狀態良好。

生死關頭，甘宇和羅永放棄了第一時間
逃生而沒有放棄責任，以「一命換幾百
命，我必須做」的精神，把震後的損失降
到了最低；在很多人都以為甘宇可能遇難
的時候，可愛的老鄉並沒有放棄尋找，同
樣是出於良知和責任。在甘宇他們的不放
棄中，倪太高和老鄉是受益者；倪太高的
不放棄裏，甘宇又是受益者。這份雙向發
力的不放棄創造了奇跡，也感動了無數國
人。

在生命面前、在責任面前，每個人的
不放棄終將形成更為龐大的合力，創造
一個又一個奇跡。 ◆京報網

永不放棄創奇跡：瀘定地震失聯者17天獲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
道）中國天眼FAST快速射電暴研究團
隊開展對 FRB 20201124A 的深度觀
測，獲得了迄今為止最大的快速射電暴
偏振觀測樣本，首次探測到了距離快速
射電暴中心僅1個天文單位（即太陽到
地球的距離）的周邊環境的磁場變化，
對確定快速射電暴中心引擎機制邁出關
鍵一步。該成果在國際學術期刊《自
然》雜誌發表。
快速射電暴（Fast Radio Burst，
FRB）是宇宙中偶發的射電爆發事件，
於2007年首次被報道發現，迄今已經發
現了幾百個。其在幾毫秒時間內釋放的
射電波段能量，相當於全世界當前總發
電量累計幾百億年的總和。
研究團隊使用FAST對位於銀河系外
的FRB 20201124A進行了長期監測，
在54天共計82小時觀測中測到了來自
這個快速射電暴的1,863個爆發脈衝信
號。基於這一迄今為止最大的快速射電
暴偏振觀測樣本，研究團隊取得了若干
重要發現，均屬國際首次。例如，該團
隊「拍攝」到了 FRB法拉第旋轉量
（可以幫助測量環境中的磁場強度）動
態演化的「電影」，首次發現法拉第旋
轉量的奇異演化行為，即在前36天裏
法拉第旋轉出現了無規律的短時標演
化，且在隨後的18天裏幾乎不變；首
次發現了 FRB的猝滅現象，即 FRB
20201124A從保持高事件率態到在72
小時內突然熄滅；首次在FRB中探測
到了與之前所有FRB都顯著不同的高
圓偏振度脈衝，其最高值達到了75%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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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村民徒步找到受困17天災民甘宇：他腿上有
傷，看到我大哭了一場。圖為甘宇（右一）和躍進
村村民倪太高。 網上圖片

多地保交樓因城施策取得進展
鄭州100億基金四種開發模式 湖北300億購問題項目改建公租房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住建部、財政部、人民銀行等有關部

門近期出台專門措施，以政策性銀行專項借款的方式，支持有需要的城市推

進已售逾期難交付的住宅項目建設交付，目前專項工作正在緊張有序地進行中。多

地政府因城施策，推動「保交樓、穩民生」，部分停工項目開始復工。目前，在各

方共同努力下，各地保交樓工作取得積極進展，但仍然存在資金壓力。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國防
和軍隊改革研討會9月21日在京召開。中共
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
作出重要指示。他強調，黨的十八大以來，
黨中央和中央軍委以前所未有的決心和力
度，全面實施改革強軍戰略，深入破解長期
制約國防和軍隊建設的體制性障礙、結構性

矛盾、政策性問題，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取
得歷史性成就，人民軍隊體制一新、結構一
新、格局一新、面貌一新。要認真總結運用
改革成功經驗，把握新的形勢和任務要求，
聚焦備戰打仗，勇於開拓創新，扎實抓好既
定改革任務落實，加強後續改革籌劃，奮力
開創改革強軍新局面，為實現建軍一百年奮

鬥目標提供強大動力。
會議傳達學習了習主席重要指示。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許其亮總結
了這一輪國防和軍隊改革取得的重大成效和
經驗，部署了後續改革籌劃工作。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張又俠圍繞深
刻領會改革強軍戰略、確保改革務求實效提

出要求。
會上，12個單位結合工作實際，就這一輪
國防和軍隊改革有關情況作了交流發言。
中央軍委委員李作成、苗華、張升民，軍委
機關各部門、軍委聯指中心、各戰區、各軍兵
種、軍事科學院、國防大學、國防科技大學、
武警部隊有關負責同志等參加會議。

習近平作重要指示：奮力開創改革強軍新局面

有關部門強調，「保交樓、穩民生」工作堅
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堅持法治

化、市場化原則，壓實企業自救主體責任，落
實地方政府屬地責任，切實維護購房人合法權
益。

多地設立紓困基金推動復工復產
鄭州市房地產紓困基金設立運作方案近日對外
發布，該基金規模暫定為100億元（人民幣，下
同），紓困項目限定為未來銷售收入能夠覆蓋項
目投資的存量房地產項目，明確了紓困項目的四
種開發模式，即棚改統貸統還、收併購、破產重
組和保租房模式。此外，中國建設銀行擬以湖北
省為試點，設立300億元的紓困基金，用於收購
問題項目並改建為公租房。南寧市成立平穩房地
產基金，首期規模30億元。

資產管理公司加速入場
值得關注的是，除地方政府外，資產管理公司
也開始加速入場。繼中國華融與陽光集團簽署紓
困重組協議後，中南控股與江蘇資產8月10日宣
布合作紓困。根據協議，江蘇資產或其指定主體
與中南控股或其指定主體共同設立規模20億
元、存續期3年的基金，用於中南控股及關聯方
投資的項目合作，包括存量債務重組、現有項目
續建等。
另據長城資產披露，上半年已與12家房企開
展多輪對接，對意向紓困項目資產深入研判，部
分項目已成功落地或批覆出資；信達資產首單紓
困項目也於7月成功落地。
在各地政府、金融機構及房企合力推進之下，
目前已有多個停工樓盤傳出復工消息。
目前，不少停工項目通過金融機構接管、債權

人收購、拍賣債權、合作方託管等方式盤活，實
現了保交樓。

「金融機構接管+委託共建」盤活項目
克而瑞研究中心發布調查報告顯示，恒大集團
陸續與光大信託、五礦信託等多家信託公司簽署
協議，將部分城市項目剝離給信託公司，信託公
司則向項目公司注入資金以保障項目後續開發建
設。債權人中信集團收購了佳兆業在深圳市的4
個項目、總貨值約500億元。無錫市翠竹房地產
開發有限公司在阿里拍賣平台轉讓債權，以期盡
快引入投資人續建。
業內人士認為，「金融機構接管+委託共建」
模式促進了問題項目的有序出清。以信達資產紓
困房企的首個成功落地項目——廣州南沙「悅伴
灣」為例，該項目由信達折價收購項目債權，深
圳華建提供增量資金借款，信達地產進場操盤代
建，對項目實行資金全封閉管理。

地方政府承擔「保交樓」屬地責任
廣東廣州、雲南昆明、江蘇江陰等地，金融機
構也通過引入共建商來盤活停工項目。廣州百築
公司的百晟廣場是廣州市中院裁定的首例重整項
目，因資金鏈斷裂被法院查封。在廣州市中院的
調停下，各債權人就項目債務及償還方式達成一
致，引入重啟資金，由藍綠雙城作為資產管理方
負責開發續建和市場重新定位，以實現有品質的
交付，保障了各債權人的權益。
有關部門表示，房地產企業作為保交樓的責任
主體，積極處置資產、多方籌措資金，努力完成
保交樓任務。地方政府為了防範房地產企業風險
外溢，切實承擔「保交樓、穩民生」的屬地責
任，幫助企業做好保交樓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各地
樓盤停工原因較為複雜，除設立房地產專項
紓困基金之外，多地還通過成立專班、返還
土地款、優化預售資金監管等措施，督促停
工樓盤續建。
多家房企負責人表示，當務之急是在短期
內快速給市場與企業注入流動性，以及建議
監管部門鼓勵銀行開放有抵押融資，緩解房
企資金困境和行業交付難題。
在蘇州，停工項目所在區域的街道辦事處
與區級職能部門聯合成立工作組入駐項目現
場，督促項目盡早復工，監督項目工程質
量，落實「一樓一策一專班」。在重慶，有
關部門成立房地產問題項目風險化解處置小

組，安排專班跟進項目建設進度，並對項目
賬戶資金封閉管理。
「每個樓盤不一樣，具體情況實際上非常
複雜，建議各地『一樓一策』差別化處
理。」易居企業集團CEO丁祖昱認為，當
務之急是在短期內快速給市場與企業注入流
動性，問題項目要全力盤活，首先仍需啟動
資金。
藍綠雙城控股集團董事長曹舟南表示，絕
大多數紓困項目需要啟動資金，藍綠雙城已
經聯合金融機構成立了一期18億元人民幣的
紓困專項基金，用於復工復產。他認為，部
分房企雖然現金流出現問題，但資產仍在，
並非資不抵債。地方政府可以通過紓困基金

回購土地，相當於政府再次收儲，房企獲得
「救命錢」，達到雙贏的效果。
一家房企負責人說，房企雖然面臨流動性
壓力，但是手裏依舊有大量資產，建議監管
部門鼓勵銀行開放有抵押融資，緩解房企資
金困境和行業交付難題。
有關部門表示，將堅決貫徹落實黨中央、
國務院決策部署，牢牢堅持「房子是用來住
的、不是用來炒的」定位，穩妥實施房地產
長效機制，抓緊完善相關制度和政策工具
箱，探索新的發展模式，持續整頓規範房地
產市場秩序，營造守法誠信、風清氣正的市
場環境，因城施策促進房地產業良性循環和
健康發展。

「一樓一策一專班」督促停工樓盤續建

◆中國住建部、財政部、人民銀行等有關部門近期出台專門措施，以政策性銀行專項借款的方式，支持有需要的城市推進已售逾期難交付的
住宅項目建設交付。圖為福建福州一處在建樓盤。 資料圖片

國防和軍隊改革研討會召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