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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国际战“疫”行动

科技日报讯（记者刘霞）据欧盟委员会

官网 10日消息，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

和欧洲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于当地时间 10

日发起并共同主持了“获得抗击新冠肺炎工

具 加 速 器 ”（ACT-A）高 级 别 促 进 委 员 会

（High Level Facilitation Council）第一次会

议。该委员会由挪威和南非联合负责，旨在

领导 ACT-A 全球合作框架，以加速针对新

冠病毒的疫苗、检测和疗法的研发和分发的

进度，同时改善全球健康体系。

该 委 员 会 第 一 次 会 议 的 目 标 是 使

ACT-A成为解决新冠肺炎疫情危机、恢复卫

生系统并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的关键全球性解

决方案，并就为该计划融资达成共识，以及动

员政治领导和国际支持以实现全球公平分配。

谭德塞当天表示：“每天有近 5000 人因

新冠病毒丧生，今年全球经济预计将缩减数

万亿美元。ACT-A 是确保全球所有人公平

获得疫苗、诊断和治疗药物的最佳途径，但

目前面临 350 亿美元的资金缺口。ACT-A

的所有融资将用于遏制疫情，随着全球经济

慢慢复苏，将很快收回投资。”

冯德莱恩表示：“高级别促进委员会的

成立使我们更接近我们的全球目标：为任何

地方、任何需要的人提供新冠病毒疫苗、检

测和疗法。”

欧盟卫生与食品安全专员斯特拉·基里

亚基德斯也表示：“打败新冠病毒的唯一方

法是全球同仇敌忾，高级别促进委员会将在

加快疫苗、疗法和诊断试剂的研发和公平分

配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ACT-A于2020年4月底启动，汇集了政

府、科学家、企业、公民团体、慈善机构和全球

卫生组织的力量，包括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

行、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流行病预防创

新联盟（CEPI）、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等。

它计划加速普遍可用的疫苗、治疗和诊断方法

的研发进度，以及改善必要的卫生系统。

在 4 个月内，ACT-A 取得了显著成绩：

研发出 200 多种候选疫苗，进行了 1700 次临

床试验，提供了 80 种诊断方法等。ACT-A

接下来将举行一系列活动，确保完成 350 亿

美元的融资。

ACT-A 将进行 2 年，目标是到 2021 年

底实现 20 亿剂疫苗的快速研发、公平分发，

到 2021 年中期实现 2.45 亿次诊疗以及 5 亿

次检测，从而保护卫生系统并让社会和经济

重回正轨。

世卫全球新冠疫苗合作计划尚缺350亿美元

科技日报讯 （实习生高行健）据《科学

美国人》网站日前消息，随着新冠疫苗研发

进入高潮，19 名公共卫生专家在最近的《科

学》杂志发表了一份政策性报告，提出一个

名为“公平优先模式”的伦理框架，有望解决

疫苗的公平合理分配问题。

制定这份框架基于疫苗分配中的三个道

德原则，包括利益大众减免危害、优先照顾贫

困或平均寿命较低的国家以及避免分配中的

歧视，旨在缓解一些国家基于“国家利益至上”

观念，囤积疫苗对全球抗疫造成冲击，并呼吁

各国将面对全球公共卫生问题的责任感置于

自身利益之上，以实现全球抗疫早日成功。

对此，领导制定该框架研究的宾夕法尼

亚大学佩雷尔曼医学院医学伦理学家伊曼

纽尔解释说，截至目前，多国政府已表明赞

成公平合理分配疫苗，疫苗制造商也支持疫

苗的全球分配，同时，包括“新冠疫苗供应计

划联盟”（COVAX）在内的众多国际组织也

对公平、平等分配疫苗表示出期望。然而，

在如何定义“公平”和“平等”的问题上，专家

始终没有定论，因此需要形成一个伦理框

架，对疫苗分配方式进行指导。

对于此前不同方面提出的多种分配方

案，他们也提出了一些质疑，其中包括世卫

组织提出的根据各国人口数量分配，多方提

出的优先供给医护工作者、65岁以上老人及

本身患有其他病症者，以及将种族与社会经

济状况差异纳入考虑等方案。

伊曼纽尔指出，根据人口分配固然合乎

“平等”原则，却忽略了世界不同地区感染率不

同的情况，根据国际援助惯例，将物资向严重

灾区倾斜明显更为合理；优先供给医护工作者

疫苗也不甚合理，一方面不同国家医护工作者

的危险程度不一样，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人均配

有的医护人员数以及老年人数也更多……

在此基础上，“公平优先模式”框架对新

冠疫苗分配提出了新的方案。该框架将疫苗

分配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利用“标准减

寿年数”（由疫情导致早逝年龄相比世界平均

寿命减少的年数）作为健康评价指标来指导

分配；第二阶段，融入其他指标来具体量化疫

情给经济、社会带来的后果，并尽可能将其影

响最小化；第三阶段，在保障世界各国都获得

足够疫苗以阻断社区传染的情况下，优先将

疫苗提供给病毒感染率高的国家。

他表示，在道德伦理层面，疫苗分配不

应该受到国家主义影响，而框架中核心的

三个道德原则从道德传统和普遍认同的价

值出发，与实施方案相统一，不仅对此次疫

情有所启示，对于其他大型流感也具有广

泛适用性。

公共卫生专家提出新冠疫苗分配伦理原则

本周焦点

首个微芯片内集成液体冷却系统问世
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EPFL）团队首

次将液体冷却系统直接嵌入电子芯片内部，

来控制电子产品产生的热量。这种新系统

与传统的电子冷却方法相比，表现出了优异

的冷却性能，有望成为一种前景可观、可持

续，并且具有成本效益的方法，而通过消除

对大型外部散热器的需求，这种方法还可以

使更多的紧凑电子设备（如电源转换器）集

成到一个芯片上。

本周“明星”

八节点新型量子通信网试验成功
一个国际科研团队在英国布里斯托尔

市成功建立一个新型量子通信试验网络，

实现了 8 个节点的密钥集中生成和分发。

这一新的网络架构价格便宜，具有可扩展

性，有望促进量子互联网的发展。新技术

还可以用于连接网络中的量子计算机，从

而创建量子计算机的云。其将使量子互联

网变得更加现实，为其更快发展和广泛推

广铺平道路。

技术刷新

低成本太赫兹收发器传输速度创新高
太赫兹频段有望用于未来的超高速无

线通信，如 6G 通信技术。德国和美国科学

家研制出一种新型低成本太赫兹接收器，由

一个二极管和一个专用的信号处理器组成，

能在 110 米范围内以 115 吉比特/秒的速率、

0.3太赫兹的载波频率传输数据。

基础探索

中美创建微米级元DNA结构
上海交通大学樊春海院士及美国亚利

桑那州立大学颜颢教授等创建出一种新型

元 DNA 结构，这些元 DNA 结构可自我组装

成形状各异的微米级结构，应用于光电子学

及合成生物学领域，从而促进信息存储和加

密等技术的发展。未来，他们可以使用这些

元 DNA 设计出更复杂的电路、分子机器和

纳米器件，并将其用于与生物传感和分子计

算有关的应用中。

胰岛细胞皮下移植动物试验成功
美国科学家报告了一种胰岛细胞皮下

移植的新方法，可以让Ⅰ型糖尿病动物模型

的血糖水平保持稳定，并已在部分灵长类动

物中测试成功。该研究成果对改善这种自

身免疫病的治疗具有重要意义，将能为Ⅰ型

糖尿病患者提供一种新的治疗选择。

奇观轶闻

星际访客“奥陌陌”或是一团宇宙“尘兔”
2017 年，“奥陌陌”（Oumuamua）成为首

个闯入太阳系的“星际访客”，在天文学界引

发一阵喧哗与骚动。对于其身份的猜测包

括外星人的飞船、小行星等，迄今仍未有定

论。美国科学家在最新研究中指出，“奥陌

陌”可能是一团宇宙“尘兔”——由静电聚集

在一起的一团尘土和碎屑，给其“身世之谜”

再添疑云。

本周争鸣

基因组编辑技术尚不能安全用于人类
一个国际委员会发表报告称，可遗传

人 类 基 因 组 编 辑（HHGE）当 前 还 达 不 到

安全、有效地应用于人类的相关标准，各

国在决定是否批准这类技术进入临床应

用 前 ，应 展 开 广 泛 的 讨 论 并 进 行 严 格 监

督。而目前包括 CRISPR 技术等在内，没

有任何基因组编辑技术能够达到这一标

准。

（本栏目主持人 张梦然）

国 际 要 闻 回 顾
（9月7日—9月13日）

德国证实，在与波兰毗邻的勃兰登堡州近日发现的死野猪感染了非洲猪瘟。
图片来源：网络（www.tellerreport.com）

科技日报讯 （记者刘垠）在中俄科技

创新年框架安排下，9 月 8 日，第十八届中

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俄罗斯主宾国活动周

在云端启幕。来自中俄两国的数百名政府

政要、知名学者、创新企业和投资机构等科

技界代表，通过网络平台齐聚一堂，于 9月

8—11 日，围绕装备制造、新材料、生物医

药等技术领域，进行实时线上交流推介。

此次活动由中国科学技术部、俄罗斯

科学与高等教育部、深圳市人民政府主

办，分别在深圳、哈尔滨、上海、南京、西

安设分会场，举办中俄先进制造领域科技

创新合作会议、中俄新材料领域科技创新

合作交流会议、中俄生物医药及卫生健康

领域科技创新合作会议、中俄高校“面向

未来人才”科教创新合作交流会议等系列

活动。

据悉，这些活动的举办旨在充分挖掘

两国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科技成果产业

化等方面的合作潜力，培育实施战略性旗

舰项目，共建联合实验室、研究中心等合作

平台，促进人才双向流动，深化成果转化、

创业投资等协作，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

协作伙伴关系增添新内涵。

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俄主宾国活动周线上启幕

科技日报讯 （实习生高行健）据《科

学》网站近日报道，来自加拿大罗格斯大学

的海蒂·福克斯，对海洋底栖生物产卵及其

幼体在大西洋随洋流沿岸漂流的情况进行

了研究，发现洋流变暖正导致底栖生物向

不适于生存的地方分布。福克斯表示，“它

们明显去了错误的方向”。

底栖生物，即栖息于海洋或内陆水域

底部的生物，是水生生物中的一个重要生

态类型。几年前，福克斯注意到一种海螺

的数量在几十年里大幅减少，另一种则在

外大陆架消失。在同片海域的其他底栖生

物中，她也发现了类似的奇怪现象：一些寒

冷水域的物种正往南，从深水区向浅水区

转移，整体来看分布范围正在缩小，且新栖

息地较之前温度更高、更危险。

深入探究之后，她发现底栖生物通常

在海水达到一定温度时排卵，在大西洋中

部，这个时间段通常为晚春到初夏。而近

几十年里，海水温度平均升高 2℃，使得

海洋更早达到温度阈值，底栖生物排卵的

时间也因此提前约一个月。沿大陆架洋

流流速在早春时期加快，随后又有所放

缓，如果底栖生物排卵时间过早，其幼体

则可能沿岸漂移过远。

随后，科学家扩大研究的物种范围，从

公共数据库中收集了 50 个物种的数据并

绘制出它们排卵时间、地点的分布图，补充

添加了几十年来不同地区温度变化的信

息，并最终根据排卵时间对幼体转移的影

响，得出物种分布的长期变化。

洋流变暖，海洋底栖生物“迷路”了

科技日报北京 9月 13日电 （记者张
梦然）人类压力，比如破坏自然生态环境为

农林让路，正在造成生物多样性急剧下降，

并将我们所依赖的生态系统置于风险之

中。很多人认为，这一风险或许已无逆转

的机会。但据英国《自然》杂志近日发表的

一项生态学最新研究，国际应用系统分析

研究所（IIASA）的模型分析指出，逆转全

球生物多样性下降是可能的，但这需要同

时采取大胆的保育手段以及增加粮食系统

的可持续性，才有可能逆转生态环境改变

导致的地球生物多样性下降。

去年 5月 6日，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

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的《全球评估报

告》警告称，可能有 100万个物种在今后数

十年里灭绝。这份由来自 50个国家的 145

名专家参与撰写的评估报告发布后，震惊

了世人，被认为抨击了人类在陆地、海洋、

天空中对自然的破坏性影响。

现在，虽然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宏大目

标已经被提出，但人们依然不清楚如何能

在实现这些目标的同时，确保有能力养育

越来越多的人口。

在位于奥地利的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

究所内，科学家戴维·莱克乐利及其同事通

过土地利用和生物多样性模型，证明了这

种可能性。

他们的研究显示，保育者需要增加受

到积极管理的土地面积，修复退化土地，

实行景观水平上的一般性保育计划；与此

同时，人们需要减少动物性热量的食用，

减少食物浪费，并想办法加强可持续的粮

食生产。

保护生物多样性，还应利用当前社会

对环境问题的关注。今年稍早时间，英国

肯特大学科学家查理·戈登纳在评论文章

中写道：“如果我们不这么做，可能会错过

挽救 100 万个物种、使之免于灭绝的最佳

机会，还会妨碍我们阻止气候加速崩溃的

最坏局面。”气候危机和生物多样性危机不

能拆开解决，因为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需

要完整的生态系统。

此次研究团队也认为，如果能采取“双

管齐下”的策略，或能避免将来因生境改变

而导致超过 2/3 的生物多样性丧失。不

过，研究人员也提醒道，气候变化等其他威

胁必须得到解决，才能真正扭转生物多样

性的下降趋势。

人类至少应该有这点自知之明：尽管

是地球上独一无二的高级智慧生命，但若

地球上只剩下人类孑然独存，我们距离灭

绝可能也不远了。生物多样性是维系地球

生态系统良性运转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

多年来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

使生物多样性迅速下降。不少学者甚至认

为，我们可能正在亲眼目睹“第六次生物大

灭绝”。根据这项最新研究，生物多样性下

降趋势存在“逆转”可能，我们不应错失这

一“戴罪立功”的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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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底栖生物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近日，德国新发一起野猪感染非洲猪瘟

疫情。与波兰毗邻的勃兰登堡州发现一头死

野猪，经检验确认感染了非洲猪瘟。

尽管德国目前还没有发现疫情在家猪中

蔓延的情况，但非洲猪瘟袭来的警报已给这个

欧洲猪肉生产和出口冠军带来了严重影响。

非洲猪瘟通过欧洲野
猪种群传播

非洲猪瘟是一种严重的病毒性感染疾

病，只传染家猪和野猪，病死率可高达 90%—

100%。由于不是人畜共患病，非洲猪瘟对人

类健康没有影响。但它对养猪业却是致命的

威胁，因为迄今为止还没有针对性的疫苗或

药物，一旦确诊感染，扑杀一切与之接触的猪

群是唯一的办法。

2007 年以来，非洲猪瘟从格鲁吉亚开始

蔓延，并在俄罗斯和波兰等国肆虐。

今年以来，波兰就报告至少 83 处非洲猪

瘟热点区，将近 5 万头家猪被宰杀，超过 3000

头野猪死于非洲猪瘟。全球范围来看，截至 9

月 10日，有 26个国家和地区发生 8798起非洲

猪瘟疫情（家猪 1813起，野猪 6985起）。

尽管采取了严格的扑杀措施，非洲猪瘟

仍然通过野猪种群持续向欧洲西部传播。

自 8月初以来，波兰西部卢布斯卡省已有

37 头死野猪感染非洲猪瘟，其中两个出现疫

情的地点离德波边境仅 30多公里。

德国政府一直十分警惕非洲猪瘟的扩散

威胁。为了防止被感染的野猪从波兰来到德

国，勃兰登堡州和萨克森州在德波边境竖起

了防护栅栏。

德国新发野猪感染非
洲猪瘟疫情

9 月 10 日，德国联邦动物健康研究所（又

称弗里德里希·洛夫勒研究所，FLI）在对德波

边境发现的一头死野猪进行采样检测后确

认，该野猪的死因是非洲猪瘟。

FLI谨慎评估认为，非洲猪瘟从国外传入

德国的风险较高。

发现死亡野猪的地点距德波边境约 6 公

里，距波兰最近发现非洲猪瘟确诊病例的地

方仅 30 公里，因此可能是由野猪迁徙而来。

但是，目前还不能排除人类通过受污染的食

物引入的情况。

该研究所所长托马斯·梅特莱特表示：“尽

快识别受感染的区域非常重要，以便能够对其

进行相应的划界。”他强调，这只死去的野猪显

然已经躺在那里一段时间了，估计它染病是在

几周前发生的事。人们必须分析野猪尸体是

否孤立病例，以及猪瘟是否已经扩散。

目前，德国已经在以发现地为中心的直

径 3公里的区域围上了栅栏。

德国联邦农业部长克洛克纳说：“不幸的

是，怀疑已经得到证实。”政府将采取措施进

行防范。例如，由专家评估死亡野猪的栖息

地，确定一个高风险区域；由专业的猎人猎杀

该区域内的野猪，并搜寻和收集死亡的动物；

用栅栏围住高风险区域，防止野猪流窜到其

他区域，同时禁止非专业人员入内；在高风险

区域周围建立最小距离为 15 公里的危险区

域，禁止放养和运输生猪等。

疫情将严重影响德国
猪肉出口

由于非洲猪瘟病毒在未熟肉品和腌肉中

可长时间存活，在冻肉中甚至能存活数年至数

十年，为了防止疫情蔓延，世界各国都严格控

制与出现非洲猪瘟疫情的国家开展猪肉贸易。

尽管目前仅发现一头死去的野猪感染，但

它仍然使德国失去了“没有非洲猪瘟”的商业

地位。而在德国和中国等国签订的猪肉贸易

协议中，“不能出现非洲猪瘟”是其中一个重要

条款。否则将按照检疫协议采取封锁措施。

出现疫情之后，包括韩国和中国在内的

多个国家已经陆续宣布禁止进口德国猪肉。

此前发运的货须接受更严格检测，没有问题

之后方能上市。

2019 年，德国生产猪肉约 520 万吨，其中

280 万吨出口世界 100 多个国家。中国是欧

盟之外德国猪肉的最大进口国，对中国的猪

肉出口约占德国猪肉出口总量的四分之一。

克洛克纳表示，非洲猪瘟对人类无害。

养猪户需要警惕，但人们不应采取过分的手

段，以免造成严重的经济后果。她认为，欧盟

内的猪肉贸易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得以维持，

相关限制措施不会影响整个德国的企业。但

预计德国的猪肉出口将受严重影响，特别是

针对亚洲的猪肉出口可能会基本消失。

目前德国农业部正与几个非欧盟国家保

持联系，希望就仅限制部分区域达成协议。

发现非洲猪瘟 德猪肉出口将受影响

本报驻德国记者 李 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