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腺病毒載體新冠疫苗
英國阿斯利康

美國強生

俄羅斯衛星V

中國康希諾

第二代疫苗技術，已經過一定時間
的驗證

較好，但不良反應率高於滅活疫苗

三期臨床試驗期中分析：
阿斯利康保護率76%
強生保護率66%
俄羅斯衛星V保護率91.4%
康希諾65.28%

常規冷鏈2℃-8℃，儲運方便

目前全球四種腺病毒載體新冠疫苗

各有不同。康希諾採用人常見的腺

病毒AD5型腺病毒；阿斯利康採用

的是黑猩猩型腺病毒；強生採用的

是人不常見的AD26型腺病毒；俄

羅斯衛星V採用的是AD5和AD26

混合型腺病毒。腺病毒載體疫苗技

術，是當前最先進的技術，理論上

保護效果可能優於滅活疫苗和重組

蛋白疫苗，但不良反應率也偏高。

部分腺病毒載體疫苗只需接種一

針，適合緊急使用。

中國高福團隊與智飛龍科馬

第二代疫苗技術，使用較廣泛

安全性好

針對真病毒的中和抗體陽性率為
97%（抗體水平為103，是患者恢
復期抗體的 2 倍左右），針對
RBD蛋白的抗體陽性率為99%，
同時還能激發平衡的細胞免疫。

常規冷鏈2℃-8℃，儲運方便

重組蛋白疫苗生產採用工程化細

胞（CHO）生產重組蛋白，可以

快速實現國內外大規模產業化生

產，且存儲和運輸便捷。疫苗純

度高，安全性好，保護效果很可

能優於滅活疫苗。疫苗需要接

種三針，免疫程序較

長。

重組蛋白新冠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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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主流疫苗
特點效能逐樣看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劉凝

哲 北京報道）

歐洲藥品管理

局日前確認阿

斯利康疫苗可

能導致接種者

出現血栓，但

大部分個案發

生在60歲以下

女性中，認為

血栓應列為阿斯利康疫苗

的「極罕」副作用，但總

體來說該疫苗「好處大於

風險」，因此建議繼續為

成年人接種。除阿斯利康

疫苗外，全球仍有多種路

線的多款疫苗正在大規模

接種中。內地疫苗專家陶

黎納醫師就此向香港文匯

報分析了當前全球主流新

冠疫苗的不同特點。

香港文匯報訊 據「北京日報客戶端」
消息，近期，關於中國新冠疫苗的產能
到底有多少？是否滿足接種需求？一直
備受各方關注。昨日，中國疫苗行業協
會會長封多佳披露，中國新冠疫苗製造
能力已佔全球新冠疫苗產能約一半，明
年中國新冠疫苗年產能將達到約50億
劑，而在今年底前近七成國人有望陸續
進行接種。

目前產能佔全球約一半
封多佳表示，截至目前，中國國產新冠疫苗在
國內的使用量超過了1億3千萬劑，而出口數量也
超過了1億劑，涉及百餘個國家。
他表示，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首次如此大規模
的對外提供疫苗援助，也是落實疫苗作為全球公
共產品承諾的重要行為。更重要的是，中國企業
還在幫助多國合作建設疫苗生產設施並提供生物
活性材料。
「中國疫苗已具備長久擔負提供全球公共產品和

服務的責任擔當，中國新冠疫苗製造能力已佔全球
新冠疫苗產能約一半，擁有為全球健康做出貢獻的
巨大潛力。」封多佳說。

海外臨床試驗促國際化
值得注意的是，新冠疫苗的研發也加速了國內疫

苗產業的國際化進程。在新冠疫情暴發前，國內除
了康希諾的伊波拉病毒疫苗外，幾乎沒有其他中國
疫苗企業做過海外臨床試驗。而如今，中國已有多
支疫苗在阿聯酋、巴西、巴基斯坦、秘魯等多國開
展臨床試驗，科興的新冠疫苗克爾來福就是其中一
支。
「國際合作在克爾來福開發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

用。」科興控股（香港）有限公司總經理楊光介
紹，由於在國內沒有條件開展三期臨床試驗，科興
選擇了出國做，克爾來福分別在土耳其、巴西、印
尼和智利等開展了臨床試驗。國際合作也加速了克
爾來福在海外的本地化生產供應。楊光表示，科興
新冠疫苗已相繼通過了中國、印尼、巴西、智利、
印尼的相關認證。

出海助質量產量雙升級
「中國疫苗無論從質量還是產量都在加速從疫

苗大國向疫苗強國的歷史性轉變。」封多佳表
示，新冠疫情給中國疫苗行業帶來了前所未有的
發展機遇，也對疫苗的研發和供給工作提出了前
所未有的巨大挑戰。目前國內包括疫苗科研、生
產、冷鏈供應，以及相關設備、材料、裝備、工
程、信息化服務等疫苗行業相關企業在內，已形
成了一個完整產業鏈，而這條產業鏈伴隨着中國
疫苗加速出海，也都在同步加快產能與質量的
升級。在這個過程中，已促進了中國疫苗行
業企業科技創新和自主保障能力的大大
提升。
楊光也表示，目前科興的疫苗年產

能已達20億劑，國內還有不少疫
苗企業也在朝着年產能10億乃
至20億劑規模邁進，中國疫苗
產品和產業出海已站在更新的高
度上，達到了更高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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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前或近七成國人接種
明年產能達50億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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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
報訊（記者 丁

樹勇 昆明報道）雲
南省紀委省監委網站8

日上午發布消息稱，日
前，經雲南省委批准，雲南

省紀委省監委對德宏州委常
委、瑞麗市委書記龔雲尊，在疫情

防控工作中嚴重失職失責問題進行了
立案審查調查。經省委研究同意，給予

龔雲尊撤銷黨內職務、政務撤職處分，降為
一級調研員。
經查，德宏州瑞麗市在半年多時間內，連續3次

發生新冠肺炎疫情事件，特別是「3．29」疫情事件，
嚴重衝擊和破壞了全國、全省疫情防控大局，嚴重衝擊和
影響了全省經濟社會發展和工作大局，造成嚴重後果和惡劣
影響。龔雲尊作為時任瑞麗市委書記，負有主要領導責
任。

7日晚間，瑞麗市召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第八次新
聞發布會，龔雲尊還以德宏州委常委、瑞麗市委
書記身份通報疫情防控最新情況。

4月7日零時至24時，瑞麗新增確診病例
11例，其中3例為無症狀感染者轉確診
病例；新增無症狀感染者1例。來自
雲南省衞健委的通報稱，其中8例
確診病例和1例無症狀感染
者，為瑞麗市第二輪全員
核酸檢測中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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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敖敏輝廣州報
道）由於疫苗接種量大，而供應緊張，連
日來廣州不少基層衞生接種點接種預約幾
乎停滯。8日凌晨，從北京調撥的70萬劑
新冠疫苗抵達廣州，並現場分發到各地。
根據此前廣東接種策略調整辦法，廣州、
深圳、珠海等珠三角5市，將優先保障，
並啟動全人群接種。目前，這70萬劑疫
苗已全部分發到上述5市。
當前廣東接收的新冠病毒疫苗均為國
產，主要來自北京生物和科興中維兩家
生產企業。截至7日，全省共接收了

1,300多萬劑新冠病毒疫苗，分配給全
省各地市。
7日，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致電番禺、

荔灣、天河、越秀不同社區衞生中心，
均被告知由於缺貨，暫停了接種工作，
已預約的將適當推遲。不過，他們亦有
接到疾控部門的口頭承諾，疫苗會在未
來一到兩天內到貨。

160萬劑「前後腳」抵粵
8日凌晨，疫苗到貨後，運輸、儲存
車輛和設備早已等候在廣州市疫苗冷庫

旁等候。當日5時30分，疫苗抵達廣
州。負責此次疫苗運輸的司機張師傅，
每天馬不停蹄地向全國各地運輸疫苗。
他說，這批70萬劑疫苗從4月6日晚上
9時出發，歷經32小時抵達廣州，全程
冷鏈運輸，車內溫度保持在2℃-8℃。
「車載溫濕度記錄儀每隔5分鐘就要記
錄一次溫度，以確保萬無一失。」
這批70萬劑疫苗來自北京生物製品研

究所有限責任公司，主要分配給這5個
重點城市，廣州分配到12萬劑、深圳
15萬劑、珠海32萬劑、佛山6萬劑、東

莞5萬劑。
在此批疫苗抵達之前數小時，廣東還

接收了一批90萬劑的供應，花費5小時
分發到各地。「從驗收入庫、掃碼出

庫，現在群眾接種的每一
支疫苗都可追溯。」廣東省
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副主任、首席
科學家林鵬說。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智利公共衞生研究院當地時間7日宣布，給予中
國康希諾生物新冠疫苗緊急使用許可，這是獲准在智利緊急使用的第二種中國
疫苗。當天參加專家委員會投票的智利流行病學家巴倫蘇埃拉說，這種疫
苗有很好的安全性和免疫原性。
目前，康希諾生物新冠疫苗正在智利進行三期臨床試驗。1月20日，
智利公共衞生研究院宣布給予中國科興公司研發的新冠疫苗緊急使
用許可。智利2月3日啟動全國新冠疫苗大規模接種。截至4月
7日，智利全國已有714萬人接種了至少一劑新冠疫苗。

康希諾單針疫苗獲智利緊急使用許可

廣東連夜「補貨」5市全速接種

●工作人員
正在緊張分發
疫苗。
網上圖片

：

美國輝瑞與德國BioNTech
（港稱：復必泰）中國國藥

滅活技術經典、安全，已經過幾
代人類驗證

安全性好，中國國內接種約1.5億
劑次，不良反應率與其他常見疫
苗基本類似

三期臨床試驗期中分析：
國藥中生北京保護率79.34%
國藥中生武漢保護率72.51%
科興克爾來福保護率83.5%（土
耳其）、53.38%（巴西）

常規冷鏈2℃-8℃，儲運方便

滅活疫苗是傳統路線，安全，但

針對新發傳染病效果一般。中國

現役滅活疫苗比如脊灰滅活疫

苗、狂犬病疫苗、甲肝滅活疫

苗、手足口（EV71）疫苗的效果

還是不錯的。滅活疫苗生產起來

比較麻煩，生產成本較高。

第三代疫苗技術，首次在人體
上使用

不良反應率高於其他路線疫苗

保護率高達95%，是當前保
護效果最好的疫苗

須-70℃超低溫冷藏，儲運不便

mRNA 疫 苗 的 保 護 效 果 最

好，但常見不良反應發生率

高，同時必須深度冷凍儲運。

●科興中維的
工作人員檢查自動
西林瓶包裝線上新冠
病毒滅活疫苗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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