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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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特效药问世还有多远

7月5日，医护人员在以色列拉姆拉进行新冠病毒检测采样。
以色列卫生部5日晚报告新增确诊病例926例，累计确诊29958例。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以色列因新冠疫情反

弹而“处于紧急状态”，病例数量激增“对以色列和卫生系统构成了挑战”，有必要采取进一步的防控措施。
新华社 发（吉尔·科恩·马根 摄）

新华社德黑兰7月6日电（记者 陈霖）据伊
朗媒体 5 日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宣布，
已在南部海岸建立多个位于沿岸地下和近海的“导
弹城”。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坦格西里表示，
海军已建立多个位于沿岸地下和近海的“导弹城”。

“革命卫队海军遍布波斯湾和阿曼海，存在于敌人想
不到的每个地方”。

坦格西里还表示，伊朗计划建立海军巴斯基民
兵，将包括428艘舰艇和2.3万名士兵。革命卫队海
军将密切关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每一艘船。

新华社乌兰巴托7月6日电（记者 阿斯钢）蒙
古国卫生部 6 日称，位于该国西部的巴彦乌列盖省
乌兰呼斯县发生疑似鼠疫疫情。

据卫生部公共关系和监测司司长娜仁格日乐介
绍，最近巴彦乌列盖省乌兰呼斯县一位15岁男孩食
用了家里牧羊犬捕来的一只旱獭肉后，发生浑身发
热症状，当地卫生防疫部门初步诊断为疑似鼠疫病
例，并及时采取了隔离治疗措施。

娜仁格日乐呼吁民众不要非法捕猎和食用旱獭
肉，更不要非法运输、交易旱獭肉及其皮毛等。旱獭
俗称土拨鼠。鼠疫是一种细菌性传染病，主要由寄
生在老鼠、旱獭等啮齿动物身上的跳蚤传播。

此前蒙古国科布多省报告了两例鼠疫病例，目
前患者病情趋于稳定。与蒙古国接壤的中国内蒙古
自治区也报告了鼠疫病例。

新华社开罗7月5日电（记者 李碧
念）中国外交部援助阿拉伯国家联盟
（阿盟）抗疫物资交接仪式5日在位于埃
及首都开罗的阿盟总部举行，中国驻埃
及大使廖力强代表中国外交部向阿盟副
秘书长胡萨姆·扎基移交了防护口罩。

廖力强在致辞中表示，自新冠疫情
暴发以来，中方对阿拉伯国家遭受的疫
情冲击感同身受，向阿拉伯国家援助了
大量物资，毫无保留地向阿拉伯国家分
享抗疫经验和技术，同21个阿拉伯国家
举办了卫生专家视频会议，向 8 个阿拉
伯国家派遣了医疗组，同时协助阿拉伯
国家在中国采购抗疫物资，支持阿拉伯
国家有序复工复产。

“中方期待同阿方共同努力，对外发
出团结抗疫的积极信号，增进双方政治
互信，深化互利合作，携手打造面向新时
代的中阿命运共同体，推动中阿战略伙
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廖力强说。

扎基在致辞中表示，非常感谢中国外
交部为支持阿中关系发展、阿中抗疫合作
做出的不懈努力，“这批援助物资正是阿
中友好情谊历久弥坚的见证，我为阿中关
系能达到今天这么高的水平感到非常高
兴。阿盟秘书处愿与中方继续相互支持，
不断推进阿中友好关系向前发展”。

伊朗称在南部海岸
建立多个“导弹城”

新华社阿比让7月5日电 综合新华
社驻非洲地区记者报道：非洲疾控中心 5
日发布数据显示，非洲累计新冠确诊病例
达 464821 例，累计死亡 11100 例，累计治
愈223421例。

数据显示，非洲累计确诊病例数最多
的三个国家依次为南非、埃及和尼日利
亚。5 日，南非新增确诊 8773 例，累计确
诊 196750 例；加纳新增确诊 697 例，累计
确诊20085例；科特迪瓦新增确诊310例，
累计确诊10772例。

加纳新闻部 4 日晚发表声明说，因身
边工作人员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呈阳性，加
纳总统阿库福-阿多已进行为期 14 天的
自我隔离。

科特迪瓦交通部4日晚针对搭乘飞机
的旅客发布须知，要求所有旅客在进入阿
比让国际机场前佩戴口罩并接受卫生检
查，在办理值机手续、出入境、安检和上下

飞机等时须保持1米社交距离。
南非政府派遣 50 多名国防军军医

前往东开普省协助抗疫。南非军方表
示，该部署是应东开普省政府的要求，
未来将会有更多军医被派遣到疫情严重
地区工作。

津巴布韦政府官员日前表示，该国最
知名旅游景点维多利亚瀑布将向游客开

放，国家公园和其他景点也将陆续开始营
业。截至当地时间 5 日晚，津巴布韦共报
告新冠确诊病例 716 例，死亡 8 例，治愈
181例。

博茨瓦纳国际事务和合作部5日晚宣
布将于 6 日恢复在办公楼处理业务。此
前，因一名官员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该
部办公楼3日起关闭。

尊敬的客户：因电力检修、用电工程、
市政工程等需要,拟对下列供电设备进行
停电,请停电范围内的客户提前做好准备。

温馨提醒：因施工可能提前结束，
线路可能提前送电，请您在停电期间停
止电器操作，避免提前送电导致的人身

伤害或财产损失。若遇恶劣天气或特殊
情况，上述施工可能顺延，给您造成的不
便，敬请理解。关注“国网福建电力”或

“sgcc-fj”微信公众号，即可查询实时停电信
息及未来7天计划停电信息等。

报修服务电话：95598 ；
查询网站：www.95598.cn
国家电网宁德供电公司

2020年7月7日

停电通告

计划停电时间

2020-07-15 08:00-19:00
停电线路

工坛Ⅰ线

停电范围

漳湾临港工业区宁德鲁花食用油有限公司(专)

更正公告
我司于 2020 年 7 月 3 日所刊登《房产租赁权拍卖公告》中“竞买保

证金分别为：标的1、2各2万元；标的2、3各8万元”，应更正为“竞买保
证金分别为：标的1、2各2万元；标的3、4各8万元”。

特此更正
福建国拍拍卖有限公司

2020年7月7日

清算公告
根据《合作社法》和合作社章程及有关法律法则的规定，经宁德市

蕉城区绿泽农民专业合作社 2020年7月5日的成员大会决议解散，现
已成立清算组进入清算阶段，请有关债权人自接到合作社通知书之日
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提交有关
证明材料到本合作社清算组申报债权及办理债权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联系人：曾亲福 联系电话：13859665635
联系地址：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赤溪镇东边村盆里

宁德市蕉城区绿泽农民专业合作社清算组
组长：曾亲福 副组长：杨丽玲

2020年7月7日

本公司遗失公章，章文：宁德市蕉城区城南金华园酒
店，私章，章文：黄昌雪印。声明作废。

宁德市蕉城区城南金华园酒店
2020年7月7日

遗失
声明

本人遗失残疾军人证，证
号：闽军 J010116。声明作废。

挂失人：章积珠
2020年7月7日

本公司遗失公章，章文：寿宁县武
曲镇王其勤家庭农场。声明作废。

寿宁县武曲镇王其勤家庭农场
2020年7月7日

本店遗失 2018 年 4 月 16 日由宁德市蕉城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食品经营许可证正
本，证号：JY23509020044066。声明作废。

宁德市蕉城区城南熙熙饭店
2020年7月7日

黄茂世、许巧华夫妇遗失儿
子黄代劲的出生医学证明，证号 ：
M350417783。声明作废。

挂失人：黄茂世 许巧华
2020年7月7日

王芸、郭燕洁夫妇遗失儿子郭王矅
的出生医学证明，证号:Q350506470。
声明作废。

挂失人：王芸 郭燕洁
2020年7月7日

庄孔众、李小燕夫妇遗失儿
子庄孟楠的出生医学证明，证号:
O350563247。声明作废。

挂失人:庄孔众 李小燕
2020年7月7日

本公司遗失 2019 年 9 月 25 日由宁德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食品经营许可证正
本，证号：JY33509000034122。声明作废。

宁德市京兆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2020年7月7日

陆泽扇、贾婷婷夫妇遗失女儿陆可鑫的出
生医学证明，证号：I350245995，声明作废。

挂失人：陆泽扇 贾婷婷
2020年7月7日

本 人 遗 失 残 疾 人 证 ，证 号 ：
35098119990227005X14。声明作废。

挂失人：林胜良
2020年7月7日

本人遗失在福安市陵苑殡仪有限
公司华苑塔的王彩霞骨灰寄存证，证
号：00069401。声明作废。

挂失人：王建平
2020年7月7日

本店遗失2016年7月7日由福鼎市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核发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证
号：JY13509820000745。声明作废。

福鼎市江为辉红高粱纯力醇散酒经销店
2020年7月7日

本人遗失一辆黄色南方牌二轮摩托车，车
牌号：闽 JE1191,发动机号 :090410999，车架
号：LATCJ3049C001487。声明牌证作废。

挂失人：黄如记
2020年7月7日

本人遗失福建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
代码：3500163350，发票号码：05870492，
金额:198153.00元。特此声明。

声明人：雷燕萍
2020年7月7日

本人遗失在福安市陵苑殡仪有
限公司华苑塔的郭弟二骨灰寄存
证，证号：0056400。声明作废。

挂失人：林雄仁
2020年7月7日

本店遗失公章，章文：福安市小钟
农产品店。声明作废。

福安市小钟农产品店
2020年7月7日

本人遗失福鼎市医院住院收
费票据，票据号：01756270，收据总
金额：340284.39元。特此声明。

声明人：夏品为
2020年7月7日

遗失声明

非洲新冠确诊病例数超46万 加纳总统自我隔离

中国外交部援助阿盟抗疫
物资交接仪式在开罗举行

蒙古国报告一例
疑似鼠疫病例

俄罗斯联邦政府立法与比较法
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维亚切斯拉夫·
谢瓦利涅夫日前在莫斯科接受新华
社记者书面采访时表示，个别国家诋
毁《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法》，这不仅是对中国
内政的干涉，而且违反多份重要文件
申明的国际法基本原则。

谈到美国国会日前不顾中方严
正交涉，通过所谓“香港自治法案”，
谢瓦利涅夫说，香港国安法已于6月
30日由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
决通过并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因此，
他国作出任何与香港国安法相抵触
的声明、决议等均可被视为干涉中
国内政的行为。

谢瓦利涅夫表示，他国上述举
动还违反联合国大会1965年通过的

《关于各国内政不容干涉及其独立
与主权之保护宣言》所包含的国际
法基本原则，违反联合国大会 1970
年通过的《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
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
的宣言》。

谢瓦利涅夫强调，关于香港问题
的《中英联合声明》，不容那些推动美
国国会通过所谓“香港自治法案”的
政客置喙。“需要指出的是，美国不是

《中英联合声明》当事方，无权监督声
明落实情况。美方就《中英联合声
明》指责中国的做法毫无法律依据。”

谢瓦利涅夫说，香港国安法通
过纯属中国内政，旨在维护中国国
家安全和社会安全，保护中国公民
权益和自由免受蓄意侵害，合理合法，并未损害他国
权益，“美国、英国等国出于自身政治利益对香港国
安法做出激烈反应，既无法律依据，也无法律意义”。

“为解决香港面临的问题，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
通过香港国安法，这对‘一国两制’在港实践没有任
何威胁。”谢瓦利涅夫说，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与
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密切相关。“我所任职的立法与比
较法学研究所的一项研究工作就是探索在俄罗斯法
制领域应用中国司法实践经验。”

□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莫斯科7月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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