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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内一度出现新冠散发病
例，多地已启动新冠疫苗“加强针”
接种工作。面对全球新冠肺炎约
2%的死亡率，新冠治疗特效药有望
大展身手发挥重要作用。记者 11
月 7 日获悉，多家中国药企的新冠
治疗特效药研发进展顺利，并将成
为治愈危重患者的有力武器。

免疫球蛋白临床试验已展开免疫球蛋白临床试验已展开
目前，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正在

密集研发2款全球首发的新冠治疗
特效药——新冠特异性免疫球蛋白
和抗新冠病毒单克隆抗体。其中，
新冠特异性免疫球蛋白已获得国家
药监局和阿联酋卫生和预防部颁发
的国内外临床试验批准文件，相关
临床试验也已展开。

新冠特异性免疫球蛋白是以经
批准的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新型冠状
病毒灭活疫苗免疫后健康人血浆为
原料，采用低温乙醇蛋白纯化分离
法，经病毒灭活及去除方法制备而
成的含有高效中和抗体的静脉注射
特异性人免疫球蛋白。因为它能中和新冠
病毒，故对于新冠重症及危重症患者具有
较好治疗作用。

国药集团中国生物董事长杨晓明介
绍，这一药物的机理同新冠肺炎康复者恢
复期血浆治疗一致。不同的是，特异性免
疫球蛋白纯度更高、工艺复杂、研发难度更
大，较康复者恢复期血浆治疗应用更加广
泛，起效更快，可供重症患者和高危人群应
急使用。

国药集团中国生物纪委书记陈坤称，新
冠特异性免疫球蛋白为疫情尽快终结和挽救
更多新冠肺炎患者带来新的希望，对于重症
患者是一个福音。陈坤介绍，新冠特异性免疫
球蛋白已在近期发生的全国多地疫情中应用
于患者，试验结果良好。

药监批准联合疗法临床申请药监批准联合疗法临床申请
近期，腾盛博药已向美国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提交了其在研的新冠中和抗体联
合疗法BRII-196/BRII-198紧急使用授权
申请。该申请是基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支持的 3 期临床试验积极结果，结果显示
与安慰剂相比，这一联合疗法使临床进展
为重度疾病高风险的新冠门诊患者，其住
院和死亡风险降低了78%。

该疗法早期开始接受治疗（症状出现
后5天内）的受试者，与晚期开始接受治疗
（症状出现后6至10天内）的受试者，均观
察到显著的住院和死亡率降低。临床分析
还显示，治疗组在28天内无死亡，而安慰剂
组有8例死亡。腾盛博药计划在完成相关
提交、审查和批准手续后，与美国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密切合作，进一步推进这一联
合疗法后续的注册等工作。

眼下，国家药监局以及中国香港卫生
署已批准这一联合疗法的新药临床试验申
请。腾盛博药还在中国开展了进一步研
究，正在 2 期研究中评估更低剂量联合疗
法的治疗有效性。

据了解，BRII-196 和BRII-198 是腾
盛博药与清华大学和深圳市第三人民医
院合作，从康复期的新冠病毒肺炎患者
获得的非竞争性新型严重急性呼吸系统
综合征病毒2单克隆中和抗体，并应用了
基因工程技术以降低风险获得更持久的
治疗效果。

小分子口服药完成患者给药小分子口服药完成患者给药
日前开拓药业有限公司披露，其普克

鲁胺治疗住院新冠患者的 III 期全球多中
心临床试验已在美国的临床中心完成首例
患者入组及给药。

普克鲁胺是全球唯一一个进入 III 期
注册性临床试验用于治疗新冠重症患者的
小分子口服药物。这项研究是一项随机、
双盲、安慰剂对照、全球多中心的 III 期
临床试验，旨在探索普克鲁胺治疗住院新
冠患者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计划招募超千
名患者。

开拓药业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
行官童友之表示，这项全球多中心临床
试验计划在 14 个国家上百家医疗中心开
展，目前已在美国、中国、菲律宾和巴
西等国获批。

此外这项试验显示，普克鲁胺可在体
内减轻免疫炎症反应和组织损伤，提示其
对于重症新冠肺炎具有可能的治疗机制，
使得普克鲁胺有望成为轻、中、重症新冠肺
炎患者全疾病周期的治疗药物。

另外君实生物方面表示，已与旺山旺
水生物医药有限公司达成合作，将共同承
担口服核苷类抗新冠病毒候选药物VV116
在全球范围内的临床开发和产业化工作。

VV116 由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中
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中科院新疆理化技
术研究所、旺山旺水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中
科院中亚药物研发中心共同研发，并分别
向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药品监管部门递交
了临床试验申请，其中在乌兹别克斯坦的

临床试验申请已获批准。
临床前药效学研究显示，VV116 在体

内外都表现出显著的抗新冠病毒作用。
VV116是一个三异丁酸酯前药的氢溴酸盐
形式，临床前的药代动力学等研究结果显
示，它具有较高的口服生物利用度，其口服
吸收后迅速代谢为母体核苷，该核苷在体
内组织能广泛分布。

此前，君实生物的首款抗新冠病毒中和
抗体药物埃特司韦单抗已在海外15个国家
和地区获得紧急使用授权，为全球新冠疫情
的防治贡献出中国力量，君实生物也将尽快
推动VV116在中国进入临床试验。

创新中和抗体国内临床获批创新中和抗体国内临床获批
日前绿叶制药集团透露，其控股子公

司博安生物自主研发的治疗新冠病毒肺炎
的创新中和抗体LY-CovMab已取得重要
进展。初步验证显示，LY-CovMab能抑制
Alpha、Delta、Gamma、Lambda 等多种新冠
病毒株的感染，有望成为应对新冠变异毒
株的有力武器。目前，LY-CovMab已获准
在国内开展II期临床试验。

LY-CovMab是一款重组全人源单克
隆中和抗体，以高亲和力特异性结合冠
状病毒2表面刺突蛋白受体结构域，并能
阻断病毒与宿主细胞表面受体血管紧张
素转换酶2的结合，从而阻止病毒进入人
体细胞。

目前，该药物已计划在中国及全球多
个国家开展II期临床试验。而得益于特殊
的 Fc 序列设计，LY-CovMab 能避免 ADE
效应（抗体依赖增强作用）发生。基于在各
项 研 究 中 的 潜 在 治 疗 和 预 防 效 果 ，
LY-CovMab已被纳入科技部《新型冠状病
毒中和抗体产品研发应急项目》。

博安生物研发总裁兼首席运营官窦昌
林表示，正在推进LY-CovMab的国际多中
心临床研究，以助力全球抗“疫”。

本报综合消息

新华社南昌11月7日电（记者 闵尊涛）近日，
江西九江市纪委监委通报了一起违反疫情防控工
作纪律典型问题，九江共青城市一集中隔离点值
班人员擅离职守打牌娱乐，目前相关人员已受到
撤职、政务记大过、党内严重警告等处分。

据通报，11月1日下午3时，九江共青城市一
集中隔离点值班人员擅离职守打牌娱乐。直接参
与打牌的集中隔离点带班领导甘露镇便民服务中
心主任沈佳琦受到撤销党内职务、政务撤职处分，
终止其便民服务中心主任试用期，降为十级职员；
值班干部燕坊村党支部委员胡文刚受到撤销党内
职务、政务记大过处分，撤销其燕坊村党支部委员
职务，责令其辞去燕坊村村委委员职务，建议甘露
镇人民政府扣发其本年度相关绩效工资、奖金；值
班干部园林村村委委员左溶受到政务记大过处
分，责令其辞去园林村村委委员职务，建议甘露镇
人民政府扣发其本年度相关绩效工资、奖金。负责
安保维稳工作的共青城市公安局二级警长王敏和
辅警赵云鹏脱岗在旁观看，均受到党内严重警告
处分。对此负有主要领导责任的甘露镇党委书记
丁星和分管集中隔离点工作的甘露镇政协联络组
组长燕远福均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共青城市政府
分管疫情防控工作的副市长周传友负有领导责
任，受到批评教育处理。

通报指出，在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的情况
下，仍有少数党员干部思想麻痹、作风松散、纪律
松弛，严重影响了疫情防控工作大局，本次集中隔
离点值班人员擅离职守打牌娱乐的问题情节尤为
恶劣。纪检监察机关将强化监督执纪问责，严肃查
处不担当不作为、消极应付、推诿扯皮等突出问
题，通报曝光典型问题，以铁的纪律保障打赢疫情
防控阻击战、歼灭战。

新华社兰州11月7日电（记者 李杰）记者7日从
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为做好疫情防控
工作，自7日起，兰州、银川至北京、西安、太原、重庆等
方向列车共11对停运。此前停运列车中81.5对即将
停运到期的列车，延长停运时间至11月15日。

据了解，此次停运9对动车组列车，为银川至
中卫、西安方向共6对，兰州至西安、太原、重庆方
向共3对。同时停运的还有兰州至北京、嘉峪关方
向普速列车2对。

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
绍，该局将继续严格执行属地疫情防控政策，积
极配合地方政府做好健康码、核酸检测结果等查
验工作，加强设施设备消毒通风频次，确保旅客
安全出行。

截至目前，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共
计停运114.5对列车，其中动车组列车76对，普
速列车38.5对。

国产新冠治疗特效药进展如何
江西多人

因疫情期间擅离职守被处理

甘宁两省区

7日起停运11对列车

（上接A06版）面向未来，只有根据新的
实践不断进行新的探索，不断从人民群众实
践中汲取营养，才能使我们党的理论创新不
断向前发展，更好地指导我们的工作。

长河曲折却东流不改，新征程上的中国
共产党人必须永远站在攻坚克难最前沿——

1945年5月，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党
的七大上，毛泽东同志告诫全党要“准备吃
亏”，一口气列了17条困难。

2021年10月，隆重庆祝党的百年华诞不
久，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
会议，会议指出，“全党必须铭记生于忧患、死
于安乐，常怀远虑、居安思危”。

越是取得成绩的时候，越要有如履薄冰
的谨慎，越要有居安思危的忧患。这是我们
党治国理政的一条重要经验。

2021年伊始，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的“开
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随着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国际力量对比深刻
调整，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随
时准备应对更加复杂困难的局面。”

难走的路是上坡路，难开的船是顶风
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

锣打鼓就能实现的。
知重负重、攻坚克难，迎着困难上、顶住

压力拼，练就斗争的真本领、真功夫，拿出奋
斗的干劲、闯劲、韧劲，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
阻挡追梦的脚步。

长河汇涓涓细流而澎湃，新征程上的
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永远站在最广大人民之
中——

湘江之畔，广西桂林毛竹山村，当年红军
战斗过的地方，如今靠着发展葡萄产业富了一
方百姓。2021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

“总书记，您平时这么忙，还来看我们，真
的感谢您。”见到总书记，村民王德利激动地说。

“我忙就是忙这些事，‘国之大者’就是人
民的幸福生活。”总书记回答道。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
产党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也必将依靠人民赢
得未来。

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
阅卷人。

时代不断演进，出题的内涵不断更新；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逐步提高，答卷的要求
随之提升。

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亮相”，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研究扎
实促进共同富裕问题……随着新征程的开
启，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
要的位置上。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到推动乡村振兴、扎实促进共同富裕，中国共
产党始终坚持为民初心，始终同人民想在一
起、干在一起，汇聚起奔涌向前的磅礴伟力。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历史如此，
现实如此，未来仍将如此。

新中国成立初期，一曲《没有共产党就没
有新中国》传唱大江南北。庆祝建党百年时，
习近平总书记对这句话作出新的扩展——

“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
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
大优势，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
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

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奔跑，就要坚持
党的全面领导，不断完善党的领导，充分发挥
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就要

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
的核心地位；就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让真理之光照亮
前进之路。

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奔跑，就要继续
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坚持党
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确保我们党在世界形
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时代先
锋、民族脊梁。

处在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干着前无古
人的伟大事业，风华正茂的中国共产党将一
个个里程碑当作新的起点。

“过去一百年，中国共产党向人民、向历
史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现在，中国共产
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又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

长河浩荡，势不可挡。站在新的历史起
点，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必将进一步凝聚起
百年大党的智慧力量。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
导下，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必将在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新征程上再创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