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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战胜疫情，关键
要靠科技。”面对疫情防控
这场人民战争、总体战、阻
击战，形势越严峻越要坚持
向科学要答案、要方法
  北京作为国际科技创
新中心，资源所在就是责任
所在。战疫之中，北京市发
挥“政产学研”紧密联动机
制，全力推动科研攻关，坚
持 以 科 学 精 神 显 必 胜 之
决心
  这一年多以来，科研人
员广泛“揭榜挂帅”。检测试
剂研发、诊断试剂科技攻关
平台、全病程信息与样本资
源平台、病毒载体平台等迅
速启动，10 个诊断试剂和
设备获批上市，数量居全国
第一，覆盖核酸、抗体、抗原
等技术方法
  北京市疫苗和中和抗
体从技术创新到研制速度
均处于国际第一梯队，两项
灭活疫苗在全球 90 多个国
家和地区获批上市或紧急
使用，国内第一款附条件上
市疫苗和紧急使用疫苗全
部来自北京；全国获批临床
的 9 个团队中和抗体项目，
其 中 6 个 研 发 来 自 北
京……
  这一系列成绩是首都
科研工作者的时代担当，也
是北京作为全国科创中心
的重大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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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难最紧迫的事就是我们要做的事

首都科技创新要素的一次集体迸发
　　今年 4 月，科兴中维第三条原液生产线在北
京大兴建成并正式投产，让疫苗年产能提升到20
亿剂。20亿剂，意味着10亿人将获得保护。从0
剂到100万剂，再到1亿剂、3亿剂、10剂、20亿
剂……在与新冠病毒鏖战中，这样的速度和质量
是如何实现的？
　　时间回到一年前，2020 年 5 月 6 日，中国医
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浙江疾控、科兴控
股、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等联合在《科学》杂志发表
新冠疫苗动物实验研究结果并在杂志官网公布，
分析来自中国、意大利、瑞士、英国、西班牙五个国
家的 11 个毒株在灵长类动物中的免疫效果，一
时间震惊中外。
　　“猪都不好运进城的时期，11 个毒株怎么‘运
进城’？”科兴控股董事长尹卫东半开玩笑地说，疫
情初期社会运行按下“暂停键”，企业研发也遇到
了难题。但令他欣慰的是，政府得知企业难处后，
第一时间协调联防联控小组，从浙江杭州到北京，
毒株运输一路“绿灯”。
　　“在科研成绩面前，各参与主体不会互相吃
醋，而是齐心吃饺子。”作为北京市联防联控小组
科技组组长，许强见证了疫苗研发全过程。
　　 2020 年 1 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第一
时间确定新冠病毒基因序列并向全球发布。而
后，在京各科研力量快速行动，军事医学研究院、
中科院微生物所、北京生物、科兴中维……所有科
研人员舍小家为大家，不计成本、日夜鏖战。
　　“在这场战役里，一个科学家能够攻关一个
点，千万个科学家就能攻关千万个点。”许强说。
　　在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一场代
号为“克冠行动”的疫苗研发计划快速启动，并联
推进以灭活疫苗技术路线为主的疫苗研制工作。

　　疫苗研发经费投入大、研发周期长，在科兴
中维疫苗研制最艰难的起步阶段，北京市科学
技术委员会启动应急机制，雪中送炭，一周内完
成应急科研立项和经费下达，为企业开展疫苗
研发提供了第一笔财政资助资金。
　　有了非典疫苗、甲型流感疫苗等临床研发
的经验，尹卫东深知，对于新冠疫苗来讲，产业

化与科研同等重要。为协助企业提前筹备生产
保障，大兴区政府第一时间协调出 7 万平方米
基地厂房，专门用于科兴中维新冠疫苗生产车
间，并“特事特办”短时间内办理了各项开工
手续。
　　回顾大兴基地建设历程，大兴区生物医药
基地经理宋世明表示，疫情期间科兴找不到施

工队，政府暂停自己项目建设，让出施工队；疫
情期间办不了手续，政府直接上门办公，2 天办
结迁址和营业执照变更，25 天完成前期工程施
工手续审批，100 天建成疫苗生产基地……
　　“这是北京科技创新要素的一次集体迸
发。”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高
强说，北京举全市之力，各部门精准调度，全链
条精心为疫苗研制“突击队”提供服务。
　　质量就是生命，疫苗尤其如此。2020 年 3
月份，刚分装出第一批新冠疫苗，高强便主动接
种第一针。当天，同批疫苗接种实验用恒河猴
体内。4 月份，研发费用吃紧，尹卫东拍着高强
肩膀说，将公司账面现金全部投往研发。5 月
份，公司在海外多地开展Ⅲ期临床审批，面对国
际临床试验的巨大风险，企业能承受吗？尹卫
东向记者说：“完全能承受！”
　　“在国家面前，我们都是‘园丁’，如果我们

‘倒下了’，会有更多人冲上去。”这就是北京疫
苗研发工作者的群像，大是大非面前，责任永远
先行于利益。
　　疫情袭来，北京市出台了加强新冠肺炎科技
攻关的 10 条措施，组织动员优势力量开展协同
攻关，分批部署应急项目，布局了模式动物、全病
程信息与样本资源等一批关键技术平台，全力以
赴为“阻击”疫情提供共性关键技术支撑。
　　各参与主体的齐心协力，让北京疫苗接种
跑出“加速度”：1 月 1 日起，北京首批新冠病毒
疫苗开始接种。截至 2021 年 7 月 29 日，北京
市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3667.18 万剂
次，累计接种 1890.97 万人，其中 1787.29 万人
完成全程接种。全市 18 岁及以上常住人口接
种率为 96.49%，全程接种率 91.78%。

本报记者涂铭、盖博铭、林苗苗、陈旭

　　抗击疫情离不开各部门的鼎力相助，更离不
开科技与科研工作的“硬核”支撑。在这场抗疫攻
关战的另一条战线上，有这样一些科技企业、这样
一群科学工作者依靠科技与智慧，从事临床救治
探索、药物疫苗研发和产品开发等研究，争分夺
秒、负重前行。
　　“人工智能节约出的时间，或许是生命的绿
灯。”疫情期间患者人数剧增，影像科医生依靠传
统方法肉眼读片不仅耗时，还很难保证病情筛查
的准确性。人工智能医疗科技创新企业数坤科技
紧贴临床需求，自主研发了一款能够以秒级完成
精准定量分析的新冠肺炎AI+CT系统，辅助临床
快速准确判断病情及疗效评估，有效节省了一线
救援医生超负荷工作时间，也为患者抢夺了更宝
贵的诊疗时间。
　　“打起十二分的精神，争分夺秒。”为有效遏制
疫情扩散，对重点人群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成为
防控疫情的关键环节，检测试剂成为抗击疫情急
需的应急物资之一。北京卓诚惠生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在新冠病毒基因序列组公布后，仅用约
一周时间便研发出了检测试剂盒，最终获批上市。
该试剂盒仅需90分钟左右便可出结果，可用于疑
似病例的诊断和高风险人群的筛查。
　　“发挥一技之长，站好疫情防控第一道岗。”体
温筛查是防疫工作的第一道关口，为应对春节后
的返程复工潮，北京格灵深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将测温和视频监控技术结合，仅用8天时间便研发
出“双光源疫情检测设备”；北京旷视科技有限公
司历经300多个小时攻坚开发出采用“人体识别+

人像识别+红外/可见光双传感”技术方案的AI
测温系统……“我们希望竭尽所能用技术改变
这场原本只靠血肉之躯的人防之战。”北京旷视
科技有限公司总裁付英波表示，智能测温系统
实现了大人流非接触式精准测温，辅助工作人

员快速定位体温异常者，筑牢了北京抗疫的安
全防线。
　　 5 月上旬，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国药集团中
国生物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研发的新冠疫苗正
式通过紧急使用认证，纳入全球“紧急使用清

单”。这是世卫组织批准的首个中国新冠疫苗紧
急使用认证，也是第一个获得世卫组织批准的
非西方国家的新冠疫苗，堪称“国货之光”。
　　“国货之光”的背后，有这样一支“六人小
队”，专门从事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的疫苗研
发。他们昼夜不停，大年初一拿出灭活疫苗研制
方案，大年初二做课题汇报，随后前往实验室做
研发，一待就是两个月。“一件事、一群人、一直
干”是这支队伍的最佳写照，回顾疫苗研发的全
过程，中国生物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所长、“小
队”队长王辉这样说。
　　为保证疫苗研制的安全性，“六人小队”需
在负压环境程度更强的P3实验室里做研发。负
压环境下的高强度工作对身体的损耗很大，“从
实验室出来就像脚踩一团棉花，因为缺氧脑子
反应也慢了。”中国生物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疫
苗六室副主任梁宏阳说。穿脱防护服要花不少
时间，大家就尽量少吃少喝；为了不耽误实验进
度，犯了痛风就吃大量止疼药……回想起当时
的场景，平时总是笑眯眯的梁宏阳也好几次
哽咽。
　　“我们是国民健康的守护者，我们在用自己
的努力筑就一道道预防疾病的安全防线。”一场
疫情攻坚战让梁宏阳对自己的职业有了新的
体会。
　　“最难的事、最紧迫的事就是我们要做
的事。”科学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是抗疫精
神最好的诠释。在疫情至暗中，他们坚毅又
明亮。

新型举国体制为科技战“疫”加足马力
　　科技战疫不是一个“线段工程”，它的经验、启
示将成为方方面面的宝贵财富。抗疫需要科技的
力量赋能，而科技背后体现的恰恰是制度，打破传
统思维，活用科技，要从科技要支持，通过科技促
进改革，探索建立支持科技创新的新型举国体制。
　　打科技抗疫攻坚战，不仅要吹响“冲锋号”，
还要把急需的攻关项目张出榜，“揭榜挂帅”，调
动优质资源组成科研攻关“特种部队”，为抗疫加
足创新马力。
　　在近两年北京市举办的前沿科技创新大赛
中，科技抗疫“赛道”成为亮点，包括病毒检测、生
物医药、医疗器械等细分领域，定向服务疫情防
控，调动了全社会科研力量的积极参与。
　　能够有效降低漏检率的新型冠状病毒精准
核酸检测平台、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依托的远程会
诊和医疗机器人、对新型冠状病毒疑似病例快速
分类与鉴别诊断的生物传感技术……英雄不论
出处，最具活力的“民间队”创新主体也加入了抗
疫“整体战”，进一步推动了科技抗疫关键核心技
术的进步和储备，以及新冠肺炎疫情防护所面临
技术问题的解决。
　　据统计，2020 年北京市已立项支持 10 批
42 项抗疫攻关项目，并加快推进创新产品投入一
线应用。
　　强化成果转化和基础科研同等重要，扁担
两头“责任重”。北京通过政产学研协同机制，积
极推动北京大学谢晓亮团队研究的中和抗体药
物后期转化落地：在中关村生命科学园成立北
京丹序生物制药有限公司，负责药物的研发和
生产，与百济神州公司共同推进药物的国际临

床研究及规模化生产。
　　诊断试剂的研发，特别是产品研发后期

“注册检验、临床试验与注册申报”三个环节，
需要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投入。为此，北京成立
诊断试剂专班，迅速摸清研发掣肘环节，组织

“新冠肺炎诊断试剂科技攻关技术平台”，将各

主体串联，提高各方联动性和主动性，助推卓
诚惠生的诊断试剂产品获批上市，有效缩短了
从研发到上市的周期。
　　动物模型是认识疾病的第一关，也是攻克
疾病的试金石。没有这个工具，疫情的科技攻
关成果就只能埋没于实验室，无法应用于临

床。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的科
学家团队扛起这份重担，在高等级生物安全实
验室里连续工作 240 余天，与科研仪器、病毒
样本为伴，成功研制出世界第一个新冠病毒动
物模型。动物模型的应用，揭示了病毒入侵受
体、肺炎病理学以及免疫保护的规律，为药物
和疫苗的研制提供了有力的科学依据。
　　“这是对大家心理、意志、体力以及专业技
能极大的考验，”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
研究所副所长刘江宁说，动物模型早成功一天，
疫苗和药物就早成功一天。
　　一场疫情就是一本教科书。许强认为，在疫
情防控过程中，北京有许多经验值得总结，也有
一些深层次问题需要思考。比如，发挥大数据、
基因测序、人工智能等新型科技作用；形成整体
有效的科研攻关组织体系，让各主体在自己的
位置上各司其职，不打乱仗；强化基础科研实
力；完善新型举国体制等。
　　“新型举国体制不应该是应急性的，疫情
一过就放弃了，而是需要持续推进，不断完善。”
许强表示，要凝聚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合力，
进一步深化产政学研，集中协调配置资源。
　　针对复杂多变的疫情形势，接下来，北京
将持续发挥科技的重要作用，培育布局重组
蛋白疫苗、mRNA 疫苗、减毒流感病毒载体
疫苗等多种技术路线疫苗研究，建立应对新
冠病毒变异的快速分析评价技术体系，为应
对新发突发传染病提供更多技术储备。
　　大战“硝烟”仍在，北京仍在展现作为首都
的城市精神与城市担当，披荆斩棘，一往无前。

  在北京西城展览路街道新冠疫苗接种点未成年人接种室，医护人员为
一名高中生接种新冠疫苗。          本报记者任超摄

  在北京顺义区双丰街道香悦西区采样点，工作人员通过译码终端录入
核酸检测采样试管的信息。          本报记者任超摄

工作人员在北京科兴疫苗生产流水线上工作。  新华社记者彭子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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