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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首款mRNA疫苗將啟動三期試驗
【大公報訊】綜合路透社、新華社

報道：墨西哥外長埃布拉德11日宣布，
中 國 公 司 研 發 的 mRNA 新 冠 疫 苗
ARCoV，將於5月30日在墨西哥展開三
期臨床試驗，預計有6000名志願者參
與。這也是中國首款進入三期臨床試驗
的mRNA疫苗。

ARCoV疫苗由雲南沃森生物技術公
司、蘇州艾博生物，以及軍事科學院軍
事醫學研究院共同研製。據介紹，這款
疫苗可在2至8攝氏度的溫度下保存6個
月，可大大降低冷鏈運輸挑戰。當前全
球共有兩款mRNA疫苗獲批，分別為美
國輝瑞疫苗和莫德納疫苗，但儲運溫度
條件相對苛刻，分別需要攝氏-70度

和-20度。
沃森生物曾表示，最快在5月起開展

海外三期臨床試驗，計劃在全球招募約
2.8萬名18歲以上的志願者，其中至少有
25%年齡在60歲以上，試驗的中期分析
數據料今年底獲得。南美洲被納入試驗
的首選地，將考慮當地疫情情況，優先
考量缺乏研發能力和疫苗供給的國家，
以幫助當地控制疫情。

墨西哥政府為抗擊疫情，已與中國
科興、國藥和康希諾公司簽署疫苗購買
協議。墨西哥已有超過1400萬人接種了
至少一劑疫苗，佔全國人口的11.3%。
近日，該國疫情穩步好轉，總體病床佔
用率較疫情最嚴重時下降82%。

近13萬醫護接種七天後 住院率死亡率大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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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多所高校認可國藥疫苗
【大公報訊】綜合路透社、CNBC報道：繼世界衞

生組織7日將中國國藥疫苗列入 「緊急使用清單」 後，
美國已有至少7所高校認可國藥疫苗，包括哈佛大學、
耶魯大學等名校在內，接種國藥疫苗的學生秋季開學
可正常返校上課。

中國駐紐約總領事館12日發布通知，列出已表態
認可國藥疫苗的紐約州7所高校。名單包括哈佛大學、
哥倫比亞大學、紐約大學、耶魯大學、達特茅斯學
院、羅切斯特大學和拉法耶特學院。已完全接種國藥
疫苗的中國學生可在秋季學期正常返校，不用再重複
接種美國本土疫苗。

據悉，美國當局4月起已逐步放寬對中國學生的旅
行禁令，美駐華使領館也已開放中國學生的簽證預約
系統。隨着國藥疫苗受到更多學校的認可，中國留學
生料可在新學期開始前30天內正常返美上課。

另一方面，紐約州州長科莫10日表示，為了提高
年輕人的疫苗接種率、促進新學期的校園安全，紐約
州立大學和紐約城市大學兩所公立學校的校董會要求

所有學生 「無一例外」 接種疫苗，否則不得回校上
課。他亦呼籲私立學校也能推出相應措施。同時，州
政府還計劃推出立法，禁止歧視已經接種疫苗的人。
目前，全美已有逾百所高校祭出強制接種要求，將影
響超過100萬名學生和教職員工。

▲佛羅里達州一名大學生4月15日接種新冠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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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尼
（1月11日）

Bio Farma 公
司年底前料生
產1.54億劑

巴 西
（1月18日）

聖保羅布坦坦
研究所已向巴
西聯邦政府交
付4500萬劑，
料今年12月起
可生產原液

馬來西亞
（3月2日）

發馬製藥旗下
子公司PLS負
責灌裝疫苗，
已於5月11日
交付首批29萬
劑予大馬政府

埃 及
（1月18日）

VACSERA 公
司6月起投產，
料首月可生產
200萬劑

大公報整理

▲印尼民眾3月等待接種科興疫苗。 路透社

【大公報
訊】綜合彭博社、
路透社、新華社報道：
「中國科興疫苗在實戰研究中高度
有效」 ，這是彭博社12日新聞的標題。外媒罕有對中國疫苗有正面報
道，這次是因為印尼衞生部12日發布的一項研究結果，顯示中國科興新
冠疫苗對預防醫務人員出現有症狀感染的有效率為94%，預防感染所致
死亡的有效率為98%。

臨床三期
試驗結果

印尼公布研究數據：科興保護率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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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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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興疫苗臨床及實戰效用

*科興CEO尹衛東表示，公
司亦已向土耳其發放疫苗
生產許可。

*疫苗生產主要是兩個環
節：原液生產和灌裝包
裝。目前中國疫苗的海外
生產基本是出口原液，由
外國企業在當地灌裝、分
裝。

（緊急使用授權／註冊時間）

迄今，科興疫苗在全球多個地區的實戰
數據，展示了中國疫苗產品質量良好、防疫
表現佳，有力駁斥了外界對中國疫苗的抹
黑，亦為發展中國家抗疫帶來希望。

接種七天後100%防死亡
當地時間12日，印尼衞生部負責追蹤科

興疫苗接種的首席研究員德萬塔拉表示，在
1月13日到3月18日期間，政府對首都雅加
達128290名未曾染疫的醫護人員進行跟蹤
調查，發現接種第二劑疫苗後7天，該疫苗
對預防這些醫務人員因新冠感染入院治療的
有效率為96%，預防感染所致死亡的有效率
為98%。德萬塔拉還說，94%的醫護人員
受到了預防感染的保護。

印尼衞生部長薩迪金11日接受彭博社採
訪時亦透露，在一個25374名醫護參與的較
小範圍研究中，科興疫苗感染死亡預防率達
到100%。另一位官員塔爾米齊說，戰鬥在
抗疫最前線的醫務人員是最容易感染新冠病
毒的人群，來自這些抗疫先鋒的數據顯示，
在接種疫苗後他們的發病率和死亡率都降低
了。彭博社評價，這一數據對許多發展中國
家是個好消息，也一定程度回擊了關於中國
疫苗數據有效性的批評。

印尼是最早開始接種科興的國家和地區
之一，總統佐科維多多也帶好頭率先接種。
截至目前，印尼已經施打了超過2200萬劑
疫苗，大部分是科興，在鄰國馬來西亞和泰
國近期疫情反撲的情況下，印尼的新增確診
率和死亡率都相對穩定。但擁有2.7億人口
的印尼，近900萬人接種了至少一劑疫苗，
只有3.2%人口完全接種。

巴西小鎮成疫下「綠洲」
科興CEO尹衛東11日受訪時表示，越

來越多的證據證明，科興疫苗在現實世界的
應用效果要比臨床試驗更好。奧克蘭大學病
毒學副教授佩圖西斯─哈里斯也認為，與臨
床試驗相比，現實世界中疫苗的效力可能更
高。研究人員往往無法預測疫苗的全部影
響，只有在現實中大規模使用後才能了解。
她也強調，大規模接種疫苗不但對挽救生命
至關重要，還可以降低變異病毒出現的
機率。

美媒5月初報道，巴西一
個4.5萬人的小城塞

拉納，2至

4月有約98%合資格成年居民接種科興疫
苗，當地感染率下降了75%，感染死亡預
防率達100%，且疫苗對席捲巴西的P.1變
異毒株有效。如今，塞拉納居民可脫下口罩
交流，《日經亞洲》形容，中國疫苗創造了
疫情下的 「綠洲」 。

智利實戰 科興有效率67%
4月中，智利當局對健康系統中1050萬

人的數據分析顯示，接種兩劑科興疫苗14天
後，預防有症狀感染的有效率為67%，對
重症和死亡的保護率均高於80%。

目前，智利已有超過720萬人接種兩劑
疫苗，佔總人口的37.4%。本周，該國將
放寬接種限制至有基礎病的孕婦和35-39
歲人群。衞生部呼籲，雖然境內16個地區
中有11個，在過去7天中的感染率有所下
降，但強調仍需遵守防疫措施。

西方個別媒體此前炒作智利疫苗
注射進度快，但疫情沒有好轉一事，
藉機抹黑科興疫苗。中國外交部發
言人華春瑩12日直言，個別西方
媒體總是想抹黑中國疫苗的安全
性和有效性，他們散播針對中
國的虛假信息不是一次兩次
了，暴露出他們 「涉華必
黑」 的不健康心態。

上周，中國國藥疫苗
獲得世界衞生組織的認
證，終於讓中國疫苗廠商
長出了一口氣（目前科興
疫苗的認證工作仍在推進

過程中）。畢竟西方國家研發的五種疫
苗在世衞組織通過特別通道獲得了搶跑
的機會。

在過去這段時間裏，《華盛頓郵
報》、《華爾街日報》等美國主流媒體
一直大肆炒作所謂 「中國疫苗低效
論」 。就在國藥疫苗獲世衞組織列入
緊急使用名單的當天，《華盛頓郵
報》還在報章的顯著位置刊登文章，
發出 「為什麼一個接種率如此之高的
小國卻出現了疫情的反彈」 的疑問。
文章以非洲島國塞舌爾疫情反彈作為
例子，矛頭直指國藥集團。之後《華
爾街日報》繼續炒作塞舌爾疫情話
題。

今年1月，塞舌爾政府為18至59歲的
人接種了國藥疫苗，為60歲以上的人接
種了印度生產的阿斯利康疫苗。目前這

個小國的接種率超過人口的60%，居世界
各國的前列。但最近塞舌爾疫情出現反
彈，一些受訪者稱，國藥疫苗沒有對他
們起到保護作用，反對黨更是質疑現政
府在採購中國疫苗時沒有經過很好的論
證。但是塞舌爾總統拉姆卡拉旺反駁了
這種觀點，他認為，國藥疫苗對塞舌爾
人民取得了很好的保護作用，現在的疫
情雖然有所反彈，但這些患者中80%的人
沒有打過疫苗。而在接種疫苗的人群
中，沒有出現重症，且沒有一例死亡案
例。

被西方媒體經常拿來說事的還包括
智利。雖然這個國家大量接種了科興疫
苗，但是感染人數依然維持在高位。一
些專家指出，由於該國接種的年齡階梯
是從高至低，大量年輕人還沒有接種機
會，加上智利過早開放，疫情下降的速
度沒有達到預期，但並不等於科興疫苗
無用，相反智利官方給出的試驗數據是
有效率達到67%，這對於滅活疫苗來說是
一項不錯的藥效。

繼巴西小城塞拉納小鎮進行代號為

「S計劃」 的試驗傳出令人振奮的消息之
後，這兩天印尼衞生部長透露的情況更
是給發展中國家帶來了巨大的希望。印
尼對首都雅加達12.8萬名醫護人員進行跟
蹤調查，發現在接種第二劑科興疫苗
後，98%的人免於死亡，96%的人免於住
院。 「科興疫苗在真實世界的有效率非
常高」 。

令人費解的是，美國主流媒體如此
熱衷於炒作中國疫苗 「低效」 ，但美國
生產的疫苗要出口卻像擠牙膏似的，僅
以拉美為例，該地區收到的1.4億劑疫苗
中超過一半來自中國。

抗疫是一場全球性的戰爭，人類擁
有一個共同的敵人。如果繼續抱持你贏
我輸的零和思維，只會讓我們無奈地目
睹新冠病毒的一次次變異，讓類似印度
的悲劇在人間重複上演。

世界衞生組織昨天發表報告稱，這
場新冠大流行本可以避免，但是全世界
忽視了中國的早期警告，並沒有從科學
的角度採取得力的措施來阻止這場災
難。是啊，連簡單的戴口罩問題在美國

都爭論了大半年，更別提大規模政治集
會讓太多的人成了冤魂。當下的印度人
更是在電視鏡頭面前向人們推銷喝牛
尿、塗牛糞可以治療新冠，科學在這些
人面前變得一文不值。

特朗普拉低了做人做事的底線，引
來全世界許多人跟着效仿。在抗疫問題
上，特朗普帶了一個很壞的頭，印度、
巴西的領導人是否受到了他的影響，世
人自有自己的判斷。

在世貿組織還爭論是否暫停新冠疫
苗知識產權專利的時候，中俄已經為合
作生產疫苗邁出了關鍵一步。據報道，
俄羅斯與中國華蘭生物等三家藥廠簽
訂協議，共同為俄羅斯生產總計2.6億支
俄羅斯衛星5號疫苗，以滿足全球60個
國家對俄疫苗的需求。據《刺針》雜誌
發表的初步試驗結果，衛星5號的有效
率高達91.6%。俄羅斯總統普京稱， 「衛
星 5 號 疫 苗 和 美 國 的 機 關 槍 一 樣 有
效」 。毫無疑問，中國與俄羅斯在抗擊
疫情方面的思維要比歐美國家前衛了許
多。

一些分析人士指出，美國竭力抹黑
中國疫苗，進而指責中國的 「疫苗外
交」 ，無非是害怕中國疫苗聲譽太好，
以致更多國家會採購中國疫苗，從而不
自覺地接受中國的影響力。而隨着美國
疫苗接種目標接近完成，美國確實也有
能力向外輸出疫苗。此時對中國疫苗的
打壓，客觀上為美國疫苗佔領全球市場
提供巨大的輿論支持。值得欣慰的是，
西方國家對中國疫苗的抹黑，並沒有減
少發展中國家對中國疫苗的需求。印尼
和土耳其成為科興疫苗的兩個最大買
家，印尼訂購了1.25億支，而土耳其也訂
購了1億支。

當前，印度正在遭受變種病毒的逆
襲，拉美的情況極不樂觀，非洲有可能
出現大規模疫情。中俄疫苗
合作為世界樹立了典範，值
得西方國家借鑒。世界大國
應該從這次應對新冠疫苗
「各自為戰」 中汲取深刻教

訓，真正將合作二字植入血
液之中。

西方輿論夾擊下的中國疫苗黑與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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