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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在全球多点暴发袁人
们期待安全有效的新冠病毒疫苗遥
最近一段时间袁 多个国家的新冠病
毒疫苗研发取得进展袁 在有关医学
期刊上密集发布了疫苗的临床试验
数据遥

世界卫生组织 7 月 20 日更新
的数据显示袁目前全球至少有 24 种
新冠病毒疫苗已进入临床研究阶
段袁 另有 142 种候选疫苗处于临床
前研究阶段遥

仅 20 日一天就有多个好消息
出炉遥 当天英国医学期刊叶柳叶刀曳
分别发表了来自中国团队和英国团
队的两项新冠病毒疫苗研究成果遥

中国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
院生物工程研究所陈薇院士尧 江苏
省疾控中心朱凤才教授等研究人员
当天发表论文说袁 他们对一种腺病
毒载体重组新冠病毒疫苗开展了 2
期临床试验袁 结果显示这种疫苗是
安全的袁 并能诱导人体产生免疫应
答遥

朱凤才在叶柳叶刀曳发布的新闻
稿中说袁与 1 期临床试验相比袁2 期
临床试验为疫苗在更大范围人群中
的安全性和免疫原性提供了进一步
的证据袁这是评估候选疫苗的野重要
一步冶袁团队目前正在开展 3 期临床
试验遥

同一天袁 英国牛津大学团队在
叶柳叶刀曳 发表报告说袁 一项涉及
1077 名健康成年人的新冠病毒疫
苗临床试验取得初步成果遥 试验中
接受评估的黑猩猩腺病毒载体疫苗
能诱导人体免疫系统出现较强免疫
应答袁并且不会引起严重副作用遥团
队目前正在英国尧 巴西和南非开展
更大规模的疫苗临床试验遥

同样在 20 日袁俄罗斯尧德国等
国科研人员也公布了有关疫苗项目
的研发进展遥

俄罗斯国防部和野加马列亚冶流
行病与微生物学国家研究中心的新
冠病毒疫苗项目完成了一些志愿者
的临床试验遥俄国防部表示袁研究结
果显示袁 所有接种疫苗的志愿者都
产生了免疫反应袁而且没有副作用遥
该疫苗由野加马列亚冶流行病与微生
物学国家研究中心研制袁6 月启动 1
期临床试验袁共计 38 名志愿者分两
批接种遥

当天袁 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和
辉瑞公司也公布了双方共同开发的
一种信使核糖核酸渊mRNA冤疫苗的
临床试验初步数据袁 疫苗诱导人体
产生了稳健的特异性抗体和 T 细
胞应答遥 总计 48 名志愿者间隔 21
天袁 接受了两次不同剂量的疫苗接
种袁另有 12 名志愿者接受了一次疫

苗接种遥
本月早些时候袁 其他一些国家

的科研机构也报告了新冠病毒疫苗
研究进展遥

7 月14 日发表在美国叶新英格
兰医学杂志曳上的研究显示袁在美
国开展 2 期临床试验的疫苗 mR鄄
NA-1273 激发了人体对新冠病毒
的免疫反应袁且未报告严重不良反
应遥

这种疫苗由美国国家过敏症和
传染病研究所与美国生物技术企业
莫德纳公司合作研发遥 莫德纳公司
将于 7 月 27 日启动 3 期随机双盲
对照临床试验袁 进一步评估疫苗的
功效尧安全性和免疫原性遥 3 期临床
试验将在全美 87 个地区进行袁计划
招募 3 万名志愿者遥

美国政府 5 月启动 野曲速行
动冶袁推动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尧国防
部等多部门加速研发新冠病毒疫
苗袁目标是在 2021 年 1 月前生产 3
亿剂疫苗遥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局长斯蒂芬窑哈恩 6 月 30 日说袁药
管局已批准 4 种疫苗投入临床试
验袁另外 6 种疫苗正在准备中遥

此外袁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尧泰
国朱拉隆功大学等机构的新冠病毒
疫苗研发团队也在本月报告了积极
成果遥

7 月 21 日 15
时袁中科院野丝路环
境冶 先导专项和第
二次青藏科考湖泊
团队利用搭建好的
水上钻探平台袁在
西藏纳木错中心湖
区水深 95 米的地
方 成 功 钻 取 长
100.63 米的湖 芯 袁
总 取 芯 率 达 到
98%遥这是我国首次
在西藏高原高海拔
深水大湖获取超过
100 米长的湖芯袁实
现了在深水湖泊采
样方面的突破遥

田金文摄

7 月 22 日袁中国火星探测工程
正式对外发布 野中国首次火星探测
任务天问一号 1:1 着陆平台和火星
车冶遥此次火星探测是我国行星探测
阶段的首次任务袁 也是我国深空探
测领域全新的里程碑袁 将一次实现
野环绕尧着陆尧巡视冶3 个目标袁这是
其他国家第一次实施火星探测从未
有过的袁面临的挑战也是前所未有遥

火星车如何工作
到达火星后袁 火星车将在火星

表面工作 90 多天袁除了要进行探测
作业袁 还会将它在亿万公里之外的
所见所闻传回地球袁 帮助我们认识

火星尧了解火星遥那么火星车在火星
上到底是如何工作的呢钥 火星车最
引人瞩目的就是竖立在前端的桅
杆袁 顶端的方形设备就像机器人的
脑袋遥而顶端的方形盒子袁就是火星
车的野眼睛冶袁上面有帮助火星车避
开障碍来实施前行实时探测的全景
相机袁 还有识别矿物质成分的多光
谱相机遥

在火星车上袁还装有 4 个野大翅
膀冶袁这正是太阳能电池板遥 除此之
外袁火星车还配有探测雷达尧磁场探
测仪和气象测量仪袁 可以对火星进
行全方位的探测遥

太空运输车着陆平台
和火星车一起亮相的还有 1颐1

着陆平台袁 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
中它将搭载火星车着陆到火星地
表袁迈出中国火星探测的第一步遥

着陆平台袁也叫着陆器袁和火星
车加起来是 1300 公斤袁它载着火星
车要完成进入大气减速下降尧 落火尧
延伸坡道袁随即火星车就可以走到火
星表面袁开展探测作业遥 着陆平台载
着火星车袁从进入火星大气层到降落
到火星地表只有短短七八分钟袁却被
人们称为野恐怖 7 分钟冶袁因为这过程
中电磁信号是完全被屏蔽掉的袁要完
全依靠着陆器的自身本事遥 崔霞

绎截至 2020 年 6 月底, 全国各类
充电桩保有量达 132.2 万个,其中公共
充电桩为 55.8 万个, 数量位居全球首
位遥我国依托野互联网+冶智慧能源提升
充电智能化水平袁 加快解决老旧小区
充电设施建设难等问题,切实提升充电
保障能力遥

绎山西省人民政府近日出台 叶关
于加快促进服务业恢复稳定增长若干
措施曳袁2020 年下半年周一至周五工作
日, 全省 126 家 A 级以上旅游景区将
向全国游客免首道门票,其中包括云冈
石窟尧五台山尧平遥古城等著名景区遥

绎作为国内海拔最高的园博园
项目,西宁园博园 18 日开园迎客遥 由
于西宁海拔高尧气温低尧降水少,大量
植物品种难以成活, 当地选育月季尧
丁香等耐寒尧耐旱尧耐土壤瘠薄的花
木物种,培育出拥有高原特色的花海
树阵遥

绎印度卫生和家庭福利部 21 日
发表声明说,近日一项针对新冠病毒的
血清抗体检测显示,首都新德里地区接
受检测者中近四分之一的人结果呈阳
性, 其中许多人可能曾是无症状感染
者遥

绎自 2010 年起袁匈牙利塞梅尔维
斯大学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合作培养
中医人才袁 目前匈牙利约有 3 万名西
医袁 其中 3000 多人经过了针灸培训袁
有近 600 名匈牙利医师开设了自己的
中医诊所遥

绎日本厚生劳动大臣加藤胜信表
示袁今后将逐步扩大国际人员往来袁预
计入境人数将有所增加袁 针对机场入
境人员的新冠病毒检测袁 日本将活用
唾液检查方式袁 计划 9 月中旬起增加
检查件数袁实现每天 1 万件遥

绎韩国国防部 21 日确认袁搭载韩
国第一颗军事通信卫星 野Anasis-II冶的
野猎鹰 9冶 火箭于首尔时间 21 日 6 时
30 分从美国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
空军基地成功发射升空遥

绎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 20 日宣
布袁 将向巴西提供 10 亿美元贷款袁以
支持巴西政府在新冠疫情期间为低收
入人群发放紧急补助遥 该项目有助于
目标人群获得基本收入以购买食品尧
药品和个人卫生用品袁 对于防控疫情
有重要意义遥

绎尼泊尔内阁会议 20 日做出决
定袁自 8 月 17 日起解除对国内尧国际
客运航班的停飞禁令遥 权威报告显示袁
截至 7 月 21 日袁 尼旅游业损失约为
3.32 亿美元遥 最近袁业内要求开放航班
的呼声强烈遥

绎英国第一太平戴维斯集团最新
发布的报告显示袁今年上半年袁受新冠
疫情影响袁全球地产投资下降 33%遥 报
告显示袁 随着旅游行业因疫情暂停数
月袁酒店投资今年上半年下滑 59%袁其
次是零售物业下滑 41%遥

中国首辆火星车正式发布

多国新冠病毒疫苗研发取得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