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7月6日电（记者 张
莹）新冠疫情仍在全球蔓延。除了
疫苗之外，人们也寄希望于特效药
物。目前，越来越多的候选药物已
进入科研人员视野，大量临床试验
正在全球开展，不过真正的新冠特
效药迄今仍未出现。

那么，新冠特效药研发的进展
究竟如何？突破口在哪里？真正的
特效药问世还需多久？

搜寻潜在靶点
研发特异性抗

病毒药物，首先要基
于新冠病毒入侵人
体细胞、自身复制以
及致病等多个环节的关键机制来筛
选和设计药物靶点。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李
文辉日前向新华社记者介绍，已知
新冠药物靶点可以分为两大类，一
类靶向新冠病毒本身；另一类靶向
宿主也就是人体。靶向病毒的靶点
还可以细分，一类是针对病毒入侵
阶段，比如帮助病毒入侵细胞的刺
突蛋白，其受体结合域（RBD）是一
个关键靶点；另一类针对病毒复制
阶段，其中主蛋白酶和“RNA依赖的
RNA 聚合酶（RdRp）”被认为是两
个较有前景的靶点。

主蛋白酶就像一把“魔剪”，在
新冠病毒复制酶多肽上存在至少11
个切割位点，只有当这些位点被正
确切割后，这些病毒复制相关的“零
件”才能顺利组装成复制转录机器，
启动病毒的复制。而 RdRp 就像病
毒RNA（核糖核酸）合成的核心“引
擎”，以其为核心，病毒会巧妙利用
其他辅助因子组装一台高效 RNA
合成机器，从而自我复制。

科研人员迄今已成功观察到多
个新冠病毒靶点的结构。相关研究
为新冠药物研发奠定了坚实基础。

美国科研团队 2 月首次报告了
刺突蛋白在原子尺度上的三维构
造。3月，上海科技大学和清华大学
团队解析了转录复制机器核心“引
擎”“RdRp-nsp7-nsp8复合物”近原
子分辨率三维空间结构。上海科技

大学与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等机
构 4 月报告了一种主蛋白酶强效抑
制剂 N3，并率先解析了“主蛋白
酶-N3”高分辨率复合物结构。

靶向人体的药物靶点更为复
杂，这是因为新冠病毒感染症状多
样，影响多个脏器。从治疗方面看，
更多这类靶点仍处于探索中，其中
一些靶向免疫系统。

多个方向并进
据专家介绍，在研新冠药物基

本涵盖了常见的药物类型，在小分
子靶向药物、生物大分子药物等方
向都取得了进展，未来还可能出现
干细胞疗法、基因疗法等其他候选
疗法。

小分子药物研发领域，多个团
队报告了靶向主蛋白酶的候选化合
物新发现，认为这类化合物有发展
为新冠药物的潜力。德国吕贝克大
学科研人员在非典疫情后研发了以
主蛋白酶为靶点的α-酮酰胺类抗
病毒化合物，并于今年5月公布了其

“改良版”α-酮酰胺13b的细胞实验
数据。澳大利亚科研人员通过计算
机模拟确认它能有效阻止新冠病毒
复制。

美国《科学》杂志6月19日以封
面文章形式介绍了中国科研团队发
现的以主蛋白酶为靶点的两种化合
物11a和11b。研究团队不仅分析了
两种化合物与新冠病毒主蛋白酶相
互作用模式，还揭示了它们抑制主
蛋白酶的分子机制。

生 物 大 分 子 药 物 研 发 方 面 ，
全球多个团队报告了针对新冠病
毒的单克隆抗体。中科院微生物
研究所与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共同开发的
重组全人源抗新冠病毒单克隆抗
体 注 射 液 近 期 获 批 进 入 临 床 试
验，有望在不久的将来用于新冠
感染的预防和治疗。

该候选药物的研制基于中国科

研团队从新冠康复患者体内分离的
单抗 CB6。英国《自然》杂志 5 月在
线发表报告说，利用恒河猴开展的
动物实验中，CB6 表现了预防和治
疗新冠感染的能力，与刺突蛋白
RBD 结合位点和宿主细胞高度重
叠，并比宿主细胞更有“亲和力”，颇
具临床前景。

“老药”显示新效
“老药新用”也是新冠药物主要

研发策略之一。如果能从现有药物
中找到对新冠病毒
感染有效的药物，就
可以绕过药理学研
究、动物实验等阶

段，直接进入临床试验。
常见皮质类固醇激素地塞米松

已被证实可降低危重新冠患者死亡
风险。英国牛津大学领衔团队在临
床试验中对超过2000名重症新冠患
者使用了地塞米松，这种药物能让
需用呼吸机的患者死亡风险降低
35%，需吸氧的患者死亡风险降低
20%。世界卫生组织已呼吁增加该
药产量。

瑞德西韦、法匹拉韦、托珠单抗
等药物也对不同新冠患者群显示了
一定临床效果，不过曾被寄予希望
的羟氯喹临床效果不如预期。

“一些老药对（新冠病毒）已知
靶点和已知机制有什么样的效果，
现在有了一些新的临床试验结果，”
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主任、清华
大学药学院院长丁胜对新华社记者
表示，相关试验进展有助于定义“老
药”适用患者人群、实现更精准用药
并提出新的组合用药方式等。

丁胜也强调，“老药”毕竟不是
针对新冠病毒开发的药物，科研人
员还是要利用已验证的靶点开发
新的新冠特效药。基础研究领域
已为新冠药物研发积累许多，然而
新药研发没有捷径，开发一种全新
药物到最终获批可能需要长达 10
年的周期和数以亿计美元的资金
投入。针对新冠病毒的药物研发
背后有特定的科学规律和严密逻
辑作为支撑，不可能一蹴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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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6日电 7月5日晚，中印边界问题中方特别代
表、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同印方特别代表、印度国家安全顾问
多瓦尔通电话。

王毅表示，今年是中印建交70周年。中印关系历经风雨考验，
取得今天的发展局面来之不易。前不久中印边界西段发生加勒万
河谷事件的是非曲直十分清楚，中方将继续有力捍卫自身领土主
权，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王毅强调，实现发展振兴是中印两国
第一要务，在这个大方向上中印有着长久的共同战略利益。双方
应始终坚持互不构成威胁、互为发展机遇的战略判断，高度重视当
前两国关系面临的复杂局面，共同努力尽快加以克服和扭转。希
望印方同中方相向而行，正确引导舆情民意，维护和推进两国正常
交往合作，避免采取将争议扩大化、复杂化的做法，共同维护中印
关系大局。

双方就缓和当前两国边界事态坦诚深入交换了意见，并达成
积极共识。

一、双方同意遵循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认为维护边境
地区和平与安宁对双边关系长远发展至关重要，应把边界问题置
于双边关系的适当位置，避免分歧上升为争端。

二、双方重申遵守两国就边界问题签署的一系列协定协议，共
同努力缓和边境地区的局势。

三、双方同意将通过特别代表会晤机制加强沟通，不间断地
举行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会议，不断完善和加强边
境地区信任措施建设，避免影响边境地区和平与安宁的事件再次
发生。

四、双方欢迎近期两国军事和外交会晤取得的进展，同意继续
保持对话磋商，并强调应抓紧落实两国边防部队军长级会谈达成
的各项共识，尽快完成双方一线部队脱离接触进程。

王毅同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通电话

就缓和两国边界事态达成积极共识
新华社北京7月6日电（记者

齐中熙）根据《民航局关于调整国
际客运航班的通知》，6日民航局再
次发布通知，决定即日起，暂停孟
加拉优速航空公司孟加拉国达卡
至广州BS325航班运行1周。这是

民航局发布的第三份“熔断指令”，
也是对外国航空公司的首份“熔断
指令”。

6月28日，孟加拉优速航空公
司孟加拉国达卡至广州 BS325 航
班上，5名旅客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呈阳性，触发航班熔断条件。
根据此前发布的《民航局关于

调整国际客运航班的通知》有关规
定，民航局决定对孟加拉优速航空
公司实施航班熔断措施，并要求熔
断的航班量不得用于其他航线。

新华社北京7月6日电（记者关桂峰 田晨旭）记者从6日举行
的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按照“应检尽
检，愿检尽检”的原则，目前北京核酸采样与检测人数均超 1100
万。当前北京疫情防控形势趋稳向好，先后对西城区、海淀区、丰
台区等区54个小区解除封控管理。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庞星火介绍，7月5日，曾去
过新发地市场牛羊肉综合交易大楼的人员及其同住人员共7.4万
人，延长居家观察已满7天（“14+7”天的隔离观察），已有序组织第
三次核酸检测。检测结果为阴性，且体温等症状排查无异常者，即
可解除居家隔离观察。

庞星火表示，对新发地市场集中隔离人员实行分类分批解除
隔离措施。具体分两类情况，第一类是对新发地牛羊肉综合交易
大楼隔离人员，因风险等级高，仍采取“14+14”天的隔离观察措施，
隔离期满，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方可解除隔离观察。

第二类是对新发地市场其他区域隔离人员，落实严格排查，对
5月30日至6月13日未到过新发地市场牛羊肉综合交易大楼，隔离
期间严格遵守各项集中隔离纪律要求，且隔离人员同批次进入隔
离点、隔离期间隔离点没有发生阳性检出者的，经评估后，可以实
施“14+7”天的隔离政策，隔离期满后，核酸检测为阴性的，可以解
除隔离观察。

新冠肺炎疫情北京市心理危机干预组组长、北京安定医院临
床心理病区主任西英俊介绍，对隔离点密接人员提供心理健康宣
教和心理疏导，重点为过度紧张、心情不好或失眠的密接人员提供
心理支持。对于风险地区居民，在精神卫生机构指导下，开展心理
健康科普宣传，告知居民心理援助热线等求助方式，鼓励居民有需
要时及时求助。其他市民应及时获悉疫情和健康知识，规范自我
防护行为，不信谣、不传谣，避免过度焦虑和盲目恐慌。树立疫情
防控人人有责的意识，积极配合落实防控措施。形成良好生活习
惯，规律饮食、营养均衡，保证每日睡眠7小时至9小时，每日适量
运动，保持心情愉悦，提升自身机体免疫力。

新华社北京7月6日电（记者 王优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联合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统计局近日正式向社会发布“区块链工程
技术人员”“城市管理网格员”“互联网营销师”“信息安全测试员”

“区块链应用操作员”“在线学习服务师”“社群健康助理员”“老年
人能力评估师”“增材制造设备操作员”等9个新职业。

这是我国自《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15年版）》颁布
以来发布的第三批新职业。此外，此次还发布了“直播销售员”“互
联网信息审核员”等5个工种，同时将“公共卫生辅助服务员”职业
下的“防疫员”“消毒员”和“公共场所卫生管理员”等3个工种上升
为职业。

这批新职业是由人社部向社会公开征集，组织职业分类专家按
照职业分类原则、标准和程序进行评估论证，并通过网络媒体等向社
会公示后确定的。这批新职业主要涉及预防和处置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领域、适应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需要的新业态领域以及适应贫困
劳动力和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等需要的促进脱贫攻坚领域。

这是7月6日
在海口美兰国际
机场二期扩建项
目T2航站楼内拍
摄的一处登机口。

近日，海口美
兰国际机场二期
扩建项目T2航站
楼、综合交通工程
和飞行区等主体
工程完工。

新华社记
者 蒲晓旭 摄

人社部等部门联合发布人社部等部门联合发布99个新职业个新职业

北京核酸检测人北京核酸检测人数超数超11001100万万
5454个小区解除个小区解除封控管理封控管理

民航局发出首份外航民航局发出首份外航““熔断指令熔断指令””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二
期项目主体工程完工

新冠特效药问世还有多远新冠特效药问世还有多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