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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药物研发和疫苗研制进展一直

牵动人心。4 月 14 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召开新闻发布会，带来不少科研攻关领域的

好消息：

目前，我国已有三款疫苗获批进入临床试

验，腺病毒载体疫苗全球首启二期临床研究；

新一轮科研攻关项目正在积极推动，单克隆抗

体、特异性免疫球蛋白相关研究均在列……

已有三款疫苗获批进
入临床试验
“目前已经有三款疫苗获批进入临床试

验，其中陈薇院士团队的腺病毒载体疫苗首个

获批进入临床研究，已于 3月底完成了一期临

床试验受试者的接种工作，并于 4月 9日开始

招募二期临床试验志愿者。这是全球首个启

动二期临床研究的新冠疫苗品种。”科技部社

会发展科技司司长吴远彬在发布会上介绍。

紧接着，12日，国家药监局批准中国生物武

汉生物制品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

所联合申请的新冠病毒灭活疫苗进入临床试

验；13日，又批准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研制的灭活疫苗开展临床试验。

吴远彬表示，疫情发生之初，科研攻关组

就将疫苗研发作为主攻方向之一，布局了五

条技术路线。除了腺病毒载体疫苗和灭活疫

苗外，减毒流感病毒载体疫苗、重组蛋白疫

苗、核酸疫苗也在加快推进中。

“上述技术路线的疫苗预计将于 4、5月份

陆续申报临床试验。”吴远彬称，对于疫苗，还

是本着科学、安全、有效的基本前提，因为这

是给健康人使用的特殊产品，尽管是应急项

目，还是特别强调科学性、程序性。

目前我国研发最快的，像腺病毒载体疫

苗已启动二期临床试验，还要进行三期临床

试验，将根据临床试验的结果最后确定是否

进行使用，此外还有审批等程序。

关于这两天获批的灭活疫苗，中国工程

院院士王军志介绍，我国在研发并已上市的

疫苗中，灭活疫苗的基础比较好，比如，我国

有甲型 H1N1 流感灭活疫苗、甲型肝炎灭活

疫苗、EV71手足口病灭活疫苗等。

吴远彬表示，这是一种传统技术工艺方

面的疫苗，生产工艺相对较成熟，质量标准可

控，保护范围也较广泛，具有国际通行的关于

安全性和有效性的评判标准，所以会为加快

疫苗使用提供一些条件。

正积极推动新一轮科
研攻关项目

在新冠肺炎药物研发方面，科技部生物

中心副主任孙燕荣介绍，科研攻关组正在积

极推动新一轮项目的部署和研究进程。

（下转第三版）

三款疫苗临床试验 新冠肺炎科研再提速
本报记者 刘园园 刘 垠

我国两款新冠病毒灭活疫苗获得国
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许可启动一二期合并
的临床试验。

右图 4月11日，工作人员在国药集
团中国生物新冠疫苗生产基地质量检定
部门对新型冠状病毒灭活疫苗样品进行
杂质检测。

下图 工作人员在科兴中维展示新型
冠状病毒灭活疫苗样品（资料图）。

新华社记者 张玉薇摄

新冠病毒灭活疫苗

进入临床试验

新华社武汉 4月 14日电 （记者赵文
君 胡浩）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精神，落实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

部署，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

理、中央指导组组长孙春兰 14日率中央指

导组深入武汉市社区、交通场站和农贸市

场，调研指导现场流行病学调查和常态化

疫情防控工作。

在武昌区星海虹城小区、昙华林小

区，孙春兰详细察看小区出入口、社区服

务中心等防控情况，与仍然坚守在一线的

援鄂流调队员、社区防控小分队和社区工

作者深入交流。她指出，疫情发生以来，

全国 965 名疾控人员驰援湖北，积极参与

社区排查、现场流调、小区管控等工作，培

训人员 26 万多人，覆盖社区群众 1100 万，

构筑起群防群控的严密防线。要牢记习

近平总书记给东湖新城社区工作者回信

的嘱托，继续严格小区防控举措，抓好体

温检测、健康码审核等常态化防护工作，

加强重点人群特别是无症状感染者的调

查管理，做到 2 小时内网络直报、12 小时

内完成检测、24 小时内完成流调，为精准

防控提供科学支撑。

孙春兰深入洪山广场公交枢纽、白沙

洲农副产品大市场等了解防控情况。她强

调，要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完善常态化

下防控导则和工作方案，落实室内通风、环

境消毒等日常防控措施。要加强健康科普

知识宣传，提高群众自我防护意识，养成戴

口罩、勤洗手、不聚集等良好习惯，进一步

巩固疫情防控成果。

中央指导组：毫不松懈、抓细抓实新形势下防控常态化工作

王祝华

新华社北京4月14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

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持续解决困扰基层的形

式主义问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

强作风保证的通知》。全文如下：

党中央确定 2019 年为“基层减负年”，着

力解决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让基层干

部轻装上阵，取得明显成效。在统筹推进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斗争中，

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坚决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

部署，自觉践行初心使命，勇于担当、攻坚克

难、无私奉献，充分展现出新时代共产党人

的政治本色。今年我国发展面临的风险挑

战上升，再叠加疫情影响，做好经济社会发

展工作难度更大，更加需要以优良作风狠抓

工作落实，充分调动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

性主动性创造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决杜绝形形

色色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持续为基层松

绑 减 负 ，让 干 部 有 更 多 时 间 和 精 力 抓 落

实。根据党中央决策部署，持续解决形式

主 义 突 出 问 题 为 基 层 减 负 工 作 的 总 要 求

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

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化拓展基层

减负工作，坚持标准不降、力度不减，紧盯

老问题和新表现，全面检视、靶向治疗，加

强源头治理和制度建设，进一步把广大基

层干部干事创业的手脚从形式主义的束缚

中解脱出来，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

战脱贫攻坚提供坚强作风保证。

一、持续筑牢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
思想政治根基。巩固拓展“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成果，组织引导广大党员、干

部深入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领会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

义立场观点方法，掌握运用改造主观世界和

改造客观世界的强大武器，进一步坚定理想

信念，使“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两个维

护”在内心深处扎根铸魂。将力戒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纳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

建立健全理论学习、检视问题、抓实整改的

长效机制。

（下转第三版）

中 共 中 央 办 公 厅 印 发

《关于持续解决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作风保证的通知》

山东省高中毕业年级将于
4月15日正式开学复课。

图为14日，山东省青岛通
济实验学校的工作人员在对校
园图书馆进行消毒。

新华社发（梁孝鹏摄）

新华社北京4月14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

平14日晚同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中塞关系是最深厚的国

与国关系。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考验，两

国再次以实际行动体现了亲如手足的兄弟

之情和肝胆相照的朋友之义。中方对当前

塞尔维亚人民面临的疫情威胁感同身受，

已向塞方提供急需的医疗防护物资，派出

高水平医疗专家组。中方将继续为塞方抗

疫提供帮助和支持。相信在你坚强领导

下，英勇无畏的塞尔维亚人民一定能够早

日战胜疫情。

习近平强调，中塞深厚、特殊的友谊是

用鲜血和意志铸就的，无论什么风险挑战，

只会将中塞铁杆情谊淬炼得更加坚不可

摧。中方愿同塞方一道，坚定捍卫国际道

义，推动国际社会同舟共济、团结合作。相

信经过共同抗疫的考验，中塞全面战略伙

伴关系将迎来更美好的未来。祝中塞友谊

万古长青！

武契奇表示，中方已经控制住疫情，我

由衷感到高兴。在塞尔维亚人民处在困难

的时候，中方施以援手，特别是中方医疗专

家组为塞方防控疫情提供了很大支持和帮

助，我们会永远铭记。中国给予塞尔维亚

人民战胜疫情的希望。无论遇到什么困难

和挑战，塞尔维亚人民永远是中国人民的

真诚可靠的铁杆朋友。塞方将尽力照顾好

在塞中国公民。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

持密切交往。塞中友谊万岁！

习近平同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通电话
新华社北京4月 14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

平 14日晚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热恩别科夫通

电话。

习近平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

给各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带来巨大威

胁。在中国疫情防控形势最艰难时刻，吉政

府克服困难及时向中方提供医疗物资援助，

吉社会各界通过不同形式声援中国抗疫斗

争，留下很多暖心时刻。中国人民对吉尔吉

斯斯坦人民有着兄弟般的友好情谊。中方对

吉方目前遇到的困难感同身受，愿同吉尔吉

斯斯坦人民并肩抗疫，继续向吉方提供力所

能及的帮助，分享防控经验和诊疗方案，尽快

派遣医疗专家。相信在你领导下，吉方一定

能够尽快战胜疫情。

习近平强调，中吉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

邦和全面战略伙伴。中方愿同吉方一道，秉

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双边层面和上海

合作组织等多边框架内加强团结、协调、合

作，同舟共济、守望相助，为维护公共卫生安

全、恢复世界经济增长作出积极贡献。双方

要加大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的相互

支持，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合

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

台阶。

热恩别科夫表示，中方在抗击疫情方面

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为全球抗疫斗争提供

巨大支持并发挥引领作用，吉方表示由衷钦

佩。这次疫情再次凸显了践行您提出的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紧迫性、现实性、时代性。

感谢中方关心照顾在华吉尔吉斯公民，并及

时为吉尔吉斯斯坦抗击疫情给予宝贵支持和

帮助。吉尔吉斯斯坦永远是中国人民最可信

赖的好朋友、好伙伴。吉方愿同中方深化农

业等各领域合作，共建“一带一路”，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热恩别科夫通电话

新华社北京4月 14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

平 14日晚同芬兰总统尼尼斯托通电话。

习近平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芬

兰政府和芬兰人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示诚

挚慰问和坚定支持。习近平指出，人类是休

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国际社会唯有凝聚合

力，才能共克时艰、战胜疫情。中方愿同各国

一道促进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发展。我们将优

先恢复和提高医疗防疫物资产能，维护全球

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为国际抗疫合作和世界

经济稳定作出贡献。

习近平强调，前不久，中方同包括芬方

在 内 的 欧 洲 国 家 举 行 了 防 疫 工 作 视 频 会

议。中方愿继续同芬方交流疫情防控经验，

帮助芬方解决当前防疫物资短缺等困难。

相信在你领导下，芬兰人民继续发扬坚韧不

拔的“西苏”精神，一定能够战胜疫情。希望

芬方高度重视并做好在芬兰中国公民特别

是留学生的安全保障工作。相信通过共同

抗疫，中芬友谊将得到深化。疫情过后，双

方要尽快恢复各层级人员往来，挖掘释放科

技创新、信息通信、生命科学等领域合作潜

能，推动中芬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

不断发展。

尼尼斯托表示，当前，芬兰面临严峻疫

情，芬兰人民正付出艰苦努力，中方有关经验

对我们非常有益。感谢中方在医疗防疫物资

等方面给予的宝贵支持和帮助。芬方希望同

中方加强合作，尽快战胜疫情。我完全赞同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赞

赏中方同世卫组织和欧洲国家开展良好合

作，并在二十国集团框架内推动全球公共卫

生安全合作。中国经济尽快恢复发展对世界

至关重要。芬中关系很好，芬方将继续照顾

好在芬中国公民。我希望同你共同努力，推

动芬中关系继续向前发展。

习近平同芬兰总统尼尼斯托通电话

如何开展耐盐碱水稻（俗称“海水稻”）品

种培育及核心技术研究？

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提出最新指导意

见：“不断发掘水稻耐盐碱基因，并将其转育

到籼粳交高产杂交稻，特别是第三代杂交稻

上。”4 月 14 日，在海南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国

家耐盐碱水稻技术创新中心试验现场观摩及

建设推进会上，科技日报记者获取以上信息。

“耐盐碱水稻研究许多国家都在做，包括

印度、日本、韩国等国家，甚至有些国家已经

研究了几十年，但进展都不大。为什么我们

仅通过短短几年研究，就有所突破？”袁隆平

说，“因为我们将水稻耐盐碱基因与水稻杂种

优势利用结合了起来。”

袁隆平院士提出的发展耐盐碱水稻的目

标是，在 10年内，选育出耐盐度在千分之三至

千分之六、耐碱在 pH9 以上的耐盐碱水稻品

种，且年推广面积达 1 亿亩，平均亩产 300 公

斤，这样每年就可增产 300亿公斤粮食。

“300亿公斤粮食是一个什么概念呢？这

相当于湖南目前全年粮食总产量，可以多养

活近 8000 万人口。”说到此，89 岁的袁隆平院

士很是兴奋。

我国有 15 亿亩荒芜的盐碱地，是国家重

要的后备耕地资源。以袁隆平院士为先锋的

我国水稻科研工作者，致力于突破“藏粮于

地”空间、拓展“藏粮于技”储备，以保障国家

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并推进“一带一路”倡

议实施。

基于此，由袁隆平院士倡议，以抢占国际

盐碱地利用技术领先地位、培育粮食生产新

增长点为目标的国家耐盐碱水稻技术中心正

在加紧筹备建设中。

据了解，该中心由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

（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牵头，联合

海南大学、三亚市南繁科学技术研究院、青岛

海水稻研究发展中心有限公司、湖南省农业科

学院、广东海洋大学、湖南农业大学、江苏省农

业科学院、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等单位共建。

针对我国盐碱地分布广、类型多样，研究

优势单位、平台和人才队伍分散、难以集中的

特点，该中心将实行“总部、研究中心、区域分

中心和试验站／基地”的模式进行建设，以最

大范围实现全国优势力量相对集中，对接各

地方政府支持，充分调动人力、物力、平台协

同攻关建设好这一重大工程。

“海水稻”科技攻关，袁隆平这么说

新华社北京 4月 14日电 （记者郑明
达）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14日下午在北京出

席东盟与中日韩（10+3）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领导人特别会议。东盟十国领导人、韩

国总统文在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以及世

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东盟秘书长林

玉辉出席。越南总理阮春福主持会议。

李克强在发言中表示，当前新冠肺炎

疫情已波及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世界人

民生命安全和健康受到重大威胁，世界经

济遭遇严重冲击。在前不久举行的二十国

集团领导人特别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倡导

国际社会坚定信心、齐心协力、团结应对，

全面加强国际合作。东盟与中日韩应当增

强命运共同体意识，发出风雨同舟、守望相

助的信号，争取东亚地区早日战胜疫情。

李克强指出，中国政府始终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坚持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

防治、精准施策，坚持公开透明，疫情防控

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效，经济社会秩序正在

加快恢复。下阶段，我们将继续做好疫情

防控，努力防止反弹，不会掉以轻心。疫情

面前，世界各国命运与共、休戚相关，没有

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

李克强就 10+3 抗击疫情合作提出以

下倡议：

一是全力加强防控合作，提升公共卫

生水平。密切各国协调配合，遏制疫情蔓

延。中方愿继续通过无偿援助和商业渠道

向东盟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建议建

立 10+3 应急医疗物资储备中心。支持世

卫组织发挥领导作用，共同维护地区和全

球公共卫生安全。

二是努力恢复经济发展，推进区域经济

一体化。进一步减免关税、取消壁垒、畅通

贸易、促进投资，相互开放市场。维持必要

的人流物流，稳定产业链供应链。争取年内

如期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实现更高水平的区域经济一体化。

三是着力密切政策协调，抵御各类风

险挑战。我们有信心能够应对金融风险挑

战，为本地区提供稳定力量。发挥清迈倡

议多边化等机制作用，支持多边金融机构

保持市场流动性充裕。保障好本地区粮食

供给和市场安全。

李克强强调，病毒是人类共同的敌

人。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同东亚人民、同

世界人民站在一起，共担风雨、共克时艰。

相信我们一定能够共同战胜疫情。

与会各方表示，面对疫情带来的空前

挑战，东盟与中日韩应秉持合作传统，展现

团结，共迎挑战。加强经验交流和信息共

享，开展药物、疫苗研发合作，推进地区防

控机制化。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确保

产业链供应链畅通，逐步恢复社会和经济

秩 序 ，稳 定 市 场 信 心 ，争 取 年 内 达 成

RCEP。相信战胜疫情后，东盟与中日韩

关系与合作将进一步深化。

此次会议以视频方式举行。会后发表

了《东盟与中日韩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领导

人特别会议联合声明》。

王毅、何立峰出席会议。

李克强出席东盟与中日韩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领导人特别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