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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西安市临潼区北田街办滩王村村民为国网
西安供电临潼公司送来一面锦旗，对该公司夏季为村
民送来“清凉电”表示感谢。据悉，该公司投资 355.9
万元，用于为该村新建及改造线路等。 潘世策 摄

疫苗是战胜新冠肺炎疫情的“杀手
锏”，人们一直翘首以盼。当前，新冠肺
炎疫苗研发进展如何？何时能量产上
市？价格贵不贵？有效性怎么样？

“新冠肺炎疫苗研究实际上有 5个
路线，即全病毒灭活疫苗、基因工程亚
单位疫苗、腺病毒载体疫苗、减毒流感
病毒载体疫苗，以及核酸疫苗。其中，
核酸疫苗即 mRNA 和 DNA 疫苗。”中国
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药集
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刘敬桢介绍，疫

情发生后，国药集
团集中精力在全病
毒灭活疫苗和基因
工程亚单位疫苗两
条路线上进行重点
突破。其中，国药
集团中国生物武汉

生物制品研究所和北京生物制品研究
所两个单位在灭活疫苗路线上并行研
究，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技术研究院则是
在基因工程亚单位疫苗方面进行研究。

12月底上市 年产超2亿剂

目前，国药集团已投入资金约 20亿
元，建设了两个P3（三级生物安全水平）生
产车间。

刘敬桢表示，国际临床三期试验结
束后，灭活疫苗就可以进入审批环节，
预计今年 12月底能够上市。届时北京
生物制品研究所的灭活疫苗年产量能
达 1.2 亿剂，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的灭
活疫苗年产量可达 1亿剂。另外，基因
工程亚单位疫苗预计今年 10月份能进
入临床研究，一旦研发成功后将实现快
速大规模量产。

两针保护率100% 总价千元以内

除了关注疫苗研发进展外，人们也很
关心疫苗的价格。

“灭活疫苗上市后，价格不会很高，预
计几百块钱一针。如果打两针的话，价格
应在1000块钱以内。”刘敬桢介绍，打一针
疫苗，保护率大概是97%，抗体产生是缓慢
的，像曲线一样在缓慢增长，一般情况下大
概半个月可以达到能抵抗新冠病毒的水
平；如果打两针疫苗，保护率将达到100%。

刘敬桢介绍，打第一针疫苗与第二针
的时间间隔一般是 28天，但特殊情况下
可以同时打，左胳膊一针、右胳膊一针。
一针疫苗剂量是4微克。

提升疫苗“中国制造”的整体实力

针对此次疫情暴露出的一些短板问

题，刘敬桢建议，将疫病防控科技力量
和科研能力纳入储备。积极进行联合
攻关和技术共享，用尖端技术带动应
急储备能力建设；设立疫苗研发重大
专项基金，持续加大对疫苗研发企业
的支持，推动疫苗产业发展创新，提
升疫苗“中国制造”的整体实力和国
际竞争力。

刘敬桢认为，要面向公共卫生体系
建设需要，根据灾情、疫情和突发事件
的新情况、新问题，修订完善相关法律
法规，出台现有法律法规的实施细则，
发布专项法规和规章，使应急医疗物资
保障有法可依。聚焦产、储、采、供四大
主要环节的短板，充分发挥信息的核心
纽带作用，建立中央、地方、企业统一领
导、分级分工、协同联动、动态调整的应
急物资保障体系。 （刘坤）

新冠肺炎灭活疫苗预计12月底上市
两针疫苗保护率将达100%，价格应在1000元内

新闻新闻新闻

本报讯（记者 刘强）8月 17日，陕西省生态环境厅
发布数据，今年前 7月，全省 PM2.5平均浓度同比下降
15.4%；平均优良天数161.9天，同比增加20.4天。

安康、韩城、咸阳、铜川、西咸、杨凌、延安、宝鸡、榆
林、渭南、西安、商洛、汉中13个市（区）空气质量均有所
改善；关中地区68个县（区）空气质量改善，1个下降；陕
北地区 26个县（区）空气质量均改善；陕南地区 32个县
（区）空气质量均改善。

受2020年春节及疫情防控等影响，主要大气污染物
排放总量明显下降，这是今年同期全省空气质量明显改
善的决定因素。

前7月陕西PM2.5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5.4%

本报讯（郭钦涛 刘祥胜）近日，第五届“秦汉杯”
BIM 大赛落幕，陕建三建集团参赛的 10 项 BIM 技
术应用成果全部获奖，创下该集团近年来的最好
成绩。

据了解，“BIM 技术在铜川市体育馆网架及幕
墙工程中的创新应用”和“BIM 技术在黄帝文化中
心三向斜交梁施工中的策划与应用”两项成果，分
别获得单项组一等奖和创新组一等奖。同时，

“BIM 技术在陕西奥体中心体育馆项目中深化设计
的应用”荣获综合组二等奖，“延安全民健身中心
一场三馆中 BIM 技术的应用”等其余 7 项分别荣获
三等奖和优秀奖。

陕建三建集团

BIM应用大赛中斩获多项大奖

企业企业企业 讯讯讯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强降雨致宝鸡4.7万余人受灾 多处路段损毁交通受阻

据新华社电 8月 18日，记者从
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受近
日降雨影响，渭河各主要水文站流量
持续上涨，加之黄河北干流来水，黄河
潼关水文站 8月 18日 5时 6分出现

505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为黄河2020
年第5号洪水。

根据天气形势预报及黄河中下游
水情，三门峡水库自8月17日20时敞
泄运用，小浪底水库继续按1800立方

米每秒拦洪排沙控泄，为东平湖泄水
创造条件。黄河水利委员会已向山
西、陕西、河南、山东 4省水利厅发出
通报，请相关省份和单位全力做好黄
河小北干流、三门峡库区、东平湖洪水

防御及下游相关防汛工作。
据了解，自 6月 19日黄河出现 1

号洪水以来，今年黄河已经先后出现
5次编号洪水，其中有3次出现在黄河
上游河段，2次出现在黄河中游河段。

黄河出现2020年第5号洪水
潼关水文站出现5050立方米每秒流量

本报讯（凌旎 李卓然）8月18日，陕西省防
汛抗旱总指挥部发布消息，受渭河上游来水
和秦岭北麓河流涨水影响，渭河干流出现
2020年第 1号洪水。目前，洪水正在向华县河
段演进。

针对渭河汛情，省防总下发紧急通知，要
求沿渭各市做好河道清滩、堤防巡查和防守
抢险工作。沿渭各市（区）防指相继启动渭河
Ⅳ、Ⅲ级防汛应急响应，迅速落实各项防汛措
施。宝鸡市加强渭河支流水库防洪调度，落
实水库泄洪预警措施。咸阳市组织全面清
摊，提前组织河道内人员撤离，安排应急救援
队做好抢险准备。杨凌示范区迅速组织巡
堤、清滩、关闭河道景区，提醒群众远离河
道。西安市应急局派出 3个工作组指导渭河
防汛。渭南深入詹刘和西庆屯渭河防汛重点
堤段检查指导迎战洪水工作。

从 8月 16日起，渭南河务中心全员到岗开
展巡查值守。目前，各个工程运行良好，并未
出现险情。一旦出现险情，从确认险情发生
的工程位置、类别、发生时间，到确定采取的
措施并上报，只需要 30分钟左右时间。

渭河迎今年第1号洪水

受连日降雨影响，8月16日，西（安）平（凉）铁路
乾县段漠西区间路基边坡发生滑坡，影响行车安全。
接到抢险通知后，中铁电气化局铁路工程公司立即组
织抢险突击队，带着应急物资、抢险车辆和设备火速

赶赴滑坡地段，冒雨对铁路路基边坡进行加固。经过
连续6个小时奋力抢险，当日下午4时许，加固工作全
部完成。图为中铁电气化局铁路工程公司突击队正
在对西平铁路抢险加固。 倪树斌 赵明 秦发睿 摄

本报讯（鲁鹏飞）近日宝鸡遭遇持续
强降雨天气，8月 15 日夜间，太白、凤
县、陈仓局地遭受严重洪涝灾害。8月
18日凌晨 4时，经过宝鸡市防汛抗旱指
挥部统计核查，15日至 16日强降雨期
间，宝鸡全市共有 47962人受灾，紧急
转移危险区群众 4684人，农作物受灾
37569亩，成灾 11330亩，多处道路损毁
交通受阻。目前，各项抢险救灾工作正

在紧张开展之中。
经初步核查，15日至 16日强降雨期

间，宝鸡全市共有 47962人受灾，紧急转
移危险区群众 4684 人；农作物受灾
37569 亩，成灾 11330 亩；房屋倒塌 98
间，受损 517间；县以下道路水毁、塌方
421处，362.3公里。

4条国道（G316凤县留风关段、G342
凤县咀头镇老杨沟段、G244太白姜眉公

路上白云段、G310陈仓拓石段），1条省
道（S219凤县观音堂段）由于山体滑坡、
基础水毁等险情交通中断。91座桥涵、
125处 31.8公里堤防、47处灌溉设施、
9.4公里渠道、78处供水工程、33.8公里
供水管道水毁。凤县、太白、陈仓、市区
19条 10-330KV线路因水毁跳闸，造成
19733户群众停电。详细灾情目前正在
进一步核查统计之中。

经过紧急抢修，目前国道 316、244、
310已经抢通，凤县、陈仓、太白、市区
8412户群众已恢复供电。凤县由于部分
道路中断，供电线路检修存在一定困难。

目前，冯家山、段家峡、东风、白
荻沟水库超汛限水位，正在加紧泄
洪。其他水库运行正常，水位均在汛
限以下。各项抢险救灾工作正在紧
张开展之中。

本报讯（杨承欣）近日，陕北地区遭受强降雨侵袭，延长
石油气田400余公里道路出现不同程度水毁等险情。延长
石油气田紧急组织1600余名干部职工进行生产自救，确保
下游天然气供气平稳。

延长气田采气一厂和采气三厂处于此次险情中心地
带，安全生产一度告急。面对险情，两个采气厂第一时间成
立6支党员突击队，组织900余名干部职工进行拉网式排查
并处置隐患，筑牢安全堤坝。采气二厂和采气四厂目前正
在对受灾情况进行摸排，并加紧恢复生产生活。

延长气田生产部门负责人介绍，公司协调了多辆铲车、
吊车、挖沟机等进行生产应急抢险和灾后恢复，并组织1600
余名职工参与主干道路恢复、护坡加固、管道巡线，全力确
保生产有序运行、下游供气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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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长石油气田

1600余名职工抢险保供气

本报讯（刘芊羽）日前，为进一步提高西安市困难
群众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待遇，西安在原有 22个医
疗救助重特大疾病病种基础上，新增 15 个重特大疾
病医保门诊病种，进一步扩大医疗救助范围，降低困
难群众患者就医经济负担，防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问题发生。

这 15 个重特大疾病病种包括肝癌、白内障、尘
肺、淋巴瘤、神经母细胞瘤、骨及软组织肉瘤、地中
海贫血、非肿瘤性儿童血液病（再生障碍性贫血、免
疫性血小板减少、噬血细胞综合征）、儿童恶性肿瘤
（肝母细胞瘤、肾母细胞瘤、视网膜母细胞瘤）、脑卒
中、慢性阻塞性肺气肿、膀胱癌、卵巢癌、肾癌、风湿
性心脏病。

凡医疗救助对象患重特大疾病，在门诊治疗中
产生的合规医疗费用，均可按照住院救助的标准
给予救助。至此，西安市医疗救助重特大疾病病
种目录扩大至 37 个病种。

西安新增15个重特大疾病医保门诊病种

本报讯（卢萌 何宇）近日，由韩城市人民政府主
办，韩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等联合承办的“聚力钢后
筑梦韩城”——陕西韩城钢铁产业链专场推介会在天
津举行。京津冀地区百余家钢铁产业链企业、商协会
组织以及韩城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和企业家代表参
加了推介会。

经过前期深入对接和友好洽谈，推介会上，韩城
市经开区与天津荣程祥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
订战略合作协议，并与中翔钢铁集团、邯郸涉县一三
高研科技有限公司、万尔特钢结构集团、德州弘撰再
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晋盛智能装备制造公司 5 家
企业分别签订项目合作协议。

韩城钢铁产业链专场推介会在天津举行

连日来，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安东车
辆段结合季节性特征，确定修车质量及工序质量重点
卡控项点，为铁路安全运输提供优质车源。图为该段
职工正在进行氧气切割作业。 师欢 摄

近日，西安
市城市管理和综
合执法局团委、
西安市市政设施
管理中心团委联
合西安地铁运营
分公司站务二分
部团支部，在钟楼
盘道共同开展大
清扫活动。团员
青年志愿者对卫
生死角进行了细
致清理，助力西安
创建文明城市。

常萌 摄

本报讯（李妮）8 月 17
日，陕西省第十七届运动会
新闻发布会暨会徽、吉祥物
发布仪式在西安举行。

据悉，陕西省第十七届
运动会将于 2022 年在榆林
举办，将是我省继 2021年第
十四届全运会之后举办的
又一场体育盛宴。会徽以
榆林标志性建筑——镇北
台为原型。简化的镇北台
三道飞虹的笔触，代表着运

动健儿的形象和三秦儿女
拼搏跨越的运动精神，突出
了青春、活力省十七运的运
动特色。吉祥物以“郡宝”
命名，源于榆林古称——上
郡，其形象为骆驼，以榆林
别称驼城为灵感，两侧黄色
鬃毛象征着养育榆林的母
亲河黄河，头顶的祥云图案
寓意团结拼搏、健康向上的
体育精神和和谐、健康、奋
进的精神风貌。

陕西省第十七届运动会
新闻发布会在西安举行

8月底前全省还将出现两次强降雨天气
本报讯（苏静萌）8月18日，陕西省气象台再次

发布重要天气预警，8月底前还将有两次较强降雨
天气过程。受西风槽东移和副高外围暖湿气流共
同影响，原预计 8月 13日晚上至 18日的降水过程
将延续至20日。

预计 8月 19日夜间至 20日夜间，关中东部和陕
南东部将有小到中雨，期间伴有分散短时对流性强
降水（镇巴、宁陕、石泉、镇安、柞水、丹凤、商南）。

预计 8月 22日晚上至 23日白天，陕北将有一次
较强降水天气过程，陕北大部有大雨（25-40毫米），
其中榆林南部、延安北部有暴雨（定边、靖边、横山、

榆阳、佳县、吴起、子洲、米脂、绥德、吴堡将达50-70
毫米），本次过程为混合性降水，过程期间伴有雷电
和分散短时对流性强降水（神木、安塞、子长、清涧）。

此外，8月 28日至 29日全省还有一次小到中雨
降水天气过程，其中宝鸡南部、汉中大部有大雨（25-
35毫米）。

陕西省气象台特别提示，8月底前降水发生区
域与前期降水落区重叠度高，仍需特别加强防范可
能引发的城镇内涝、河流洪水及塌方、滑坡、泥石流
等地质灾害，建议各地相关部门提前做好应对防御
工作，保障人身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