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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3 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5 周年纪念日。
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果洛消防救援
支队组织全体指战员收看了纪念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
利 75 周年向抗战烈士敬献花篮仪式。

全体指战员纷纷表示，通过收看纪念仪
式使灵魂受到了触动、心灵受到了洗
礼、思想得到了升华，在今后的工作中，
将秉承先烈遗志，练就过硬本领，守护
人民安全。

（李钟江）

近日，果洛消防救援支队选派指挥中
心及各大队、消防站通信骨干共 9 人参加
省消防救援总队举办的无人机驾驶员培
训。培训采用理论教学和真机实飞相结
合、模拟训练和交流研讨相辅佐的方式，
对参训人员提供了系统化、实战化、专业

化的操作培训。日前，参训人员全部通
过考核，顺利取得无人机驾驶员合格证，
这将为全州消防队伍顺利完成各类抢险
救 援 任 务 和 应 急 通 信 保 障 提 供 可 靠 保
障。

（张永涛）

果洛消防无人机驾驶员培训圆满结业 果洛消防队员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为加强消防安全知识的普及，提高全民
消防意识，近年来，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消
防救援支队在全州各地依托辖区学校建成 6
个学校消防科普教育馆，不断激发群众关注
消防安全、学习消防知识、参与消防工作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持续推动全州消防科普教育
工作社会化、群众化、常态化发展，取得了良
好的成效。

各学校消防科普教育馆内分别设置了消
防知识学习区、灭火器材装备体验区、视频资
料播放区、消防标识展示区等多个板块。在
消防知识学习区，摆放了各类消防知识宣传
展板、宣传彩页，使受教育群众形象生动地学
习消防法律法规、防灭火的基础知识和逃生

技巧；在消防器材装备体验区，摆放了一些日
常灭火救火中使用到的防护装备和灭火器
材，进一步方便受教育群众掌握其使用方法；
在视频资料播放区，展示典型的火灾事故案
例和消防知识宣传视频，深刻剖析了火灾原
因、经验教训；在消防标识展示区，直观的消
防图片、生动的宣传图标、形象的操作演示，
使得学校消防科普教育馆可以发挥更大的宣
传功效，更容易被参观者接纳吸收。学校消
防科普教育馆的建成对实现“普及传播消防
知识，提高民众消防素质，提升全社会抗御火
灾的能力”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
满足了公众科普需求，提升了社会抗御火灾
的能力。 （通讯员 杨龙建）

为进一步加强全体指战员思想道
德层面教育，积极营造起浪费可耻、节
约为荣的良好氛围，近日，海西蒙古族
藏族自治州消防救援支队通过印制宣
传标语、开会学习等方式在队伍中广
泛开展厉行节约、杜绝浪费“四个一”
活动。

活动中，海西州消防救援支队通
过开展“节约一粒饭”“节约一度电”

“节约一滴水”“节约一张纸”等活动，
积极引导全体指战员从我做起，从现
在做起，从点滴做起，自觉养成节约的

良好习惯，切实做到珍惜资源，杜绝浪
费。同时，支队积极号召广大党员干
部，充分发挥带头模范作用，以身作
则，努力培养指战员厉行节约、杜绝浪
费的良好习惯和美好品质，不断提高
指战员的道德文化素养。

下一步，海西州消防救援支队将
进一步强化责任落实，把此次厉行节
约、杜绝浪费“四个一”活动与队伍正
规化建设、落实一日生活制度结合起
来，在营区倡导开展文明节约的新风
尚。 （通讯员 杨龙建）

海西各地学校消防科普教育馆建设初见成效 海西消防
开展厉行节约、杜绝浪费“四个一”活动

瀚海消防

英国进展最快新冠疫苗项目

这款名为 AZD1222 的新冠疫苗由牛津
大学詹纳研究所和牛津疫苗小组合作研
制。牛津大学今年 4 月下旬启动疫苗临床
试验，随后与阿斯利康达成协议，将在该候
选疫苗的全球开发和分发上展开深入合
作，这也是为了确保疫苗能更快完成各阶
段临床试验并展开大规模生产。

这个疫苗项目是英国进展最快的疫苗
项目。英国政府对其寄予厚望，不但提供
资金支持，也在监管层面作出调整，提升疫
苗的验证审批效率。英国卫生大臣汉考克
日前表示，这款疫苗“最有可能”在 2021 年
初投入使用。

项目的领衔学者之一、牛津大学的莎
拉·吉尔贝特教授几个月前接受记者采访
时说，最理想的状况是，到今年秋季，团队
就能从 3 期临床试验中获得疫苗有效性的
结果，但“这是最好情况下、非常有雄心的
时程，其间可能会有变化”。

疑似严重不良反应

阿斯利康在一份正式声明中说：“作为
正在进行的阿斯利康、牛津（大学）新冠疫

苗随机、对照全球试验的一部分，我们已启
动标准的评估程序，并主动暂停所有临床
试验中的疫苗接种，以便由一个独立委员
会对还无法解释的单一疾病事件的安全数
据进行评估。这一事件是在英国开展的 3
期临床试验中发生的。”

这家公司还表示，当试验中出现“可能
无法解释的疾病”时，暂停试验并开展调查
属于“常规操作”。

惠康基金会的疫苗项目主管查理·韦勒
博士也赞同阿斯利康的说法。他说：“在调
查过程中暂停这项试验的做法是正确的，这
也是疫苗临床试验中经常出现的正常程
序。”他还说，疫苗是一种需要经过严格测试
和监管的产品，“新冠疫苗不应例外”。

疫苗研发挑战不小

据牛津大学此前的介绍，这款候选疫
苗是一种腺病毒载体疫苗，属于较成熟的
疫苗类型，并且由于其特性，不会引起注射
疫苗的人产生持续感染，这也让该疫苗对
儿童、老年人以及本身患有其他疾病的人
来说具有更好的安全性。

不过，吉尔贝特此前指出：“（新冠）疫
苗研发的首要问题是，目前就各类冠状病

毒来说，还没有获认证的疫苗，因此，研究
人员并不清楚为人们注射疫苗后需要多大
程度的免疫应答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保
护效果。直到有关疫苗有效性的临床试验
做完，我们才可能知道相关情况。”

牛津大学团队 7 月 20 日在英国医学期
刊《柳叶刀》发表报告说，其新冠病毒疫苗
临床试验取得初步成果，该疫苗能诱导人
体免疫系统出现较强的免疫应答，展现了
很好的安全性，没有出现严重副作用，一些
受试者接种后出现轻微的副作用也都在可
控范围内。但疫苗的效果还需要更大规模
的临床试验来进一步验证。

在阿斯利康宣布暂停这一候选新冠疫
苗接种前，疫苗已在美国启动 3 期临床试
验，在英国、巴西和南非也已进入后期临床
试验阶段，按原计划还将在日本和俄罗斯
启动临床试验，预计这些试验累计在全球
招募多达 5万名受试者。

对于牛津大学团队的候选新冠疫苗，伦
敦大学卫生和热带医学院的斯蒂芬·埃文斯
教授说：“现在去猜测是否就是疫苗引起受
试者产生不良反应还为时尚早，就算最终得
出结论说这次事件可能是疫苗引起的，其中
也会涉及其他因素，并不一定意味着疫苗就
完全无法使用。” 新华社伦敦9月10日电

英国重点新冠疫苗项目遇阻
牛津大学团队研发的候选新冠疫苗是英国进展最快新冠疫苗项目，也是英国政府重

点支持的疫苗项目。但该项目合作方英国阿斯利康制药公司日前宣布，因有关受试者接
种这款疫苗后有“疑似严重不良反应”，决定暂停所有临床试验中的疫苗接种，启动标准
评估程序。该事件是否会影响英国这一新冠疫苗项目进度？

【遵循科学】

美国药管局先前因紧急授权使用康复
者血浆治疗新冠患者，以及对传统抗疟疾
药物羟氯喹作紧急使用授权又撤销而受到
抨击。一些公共卫生专家担忧，药管局受
白宫“威逼”才“放行”上述疗法和药物，可
能会再遭胁迫、匆忙批准新冠疫苗问世，以
提升总统特朗普的连任概率。

《纽约时报》报道，8名药管局专家在专

栏文章中没有直接提及特朗普等领导人的
名字，但发表文章的背景明确。文章说：

“我们完全理解药管局与其他联邦机构一
样在政治环境中运作。我们必须熟练驾驭
这一现实，同时保持独立性，以确保尽可能
好的公共卫生结果。”

药管局局长斯蒂芬·哈恩同一天在推
特上称赞 8名专家“主动独立表达他们对药
管局专业知识和承诺的坚定信任”，“我完
全赞同”。

《纽约时报》报道，特朗普最近数周多次
谈及他与制药企业沟通、努力加速新冠疫苗
研发，让大家以为白宫承担起监管审批新冠
疫苗的职责，令药管局领导层“受挫”。

美国凯泽家庭基金会 10日公布的民调
显示，62％美国人担忧政府的政治施压会
让药管局匆忙批准疫苗。大约四成成年调
查对象认为，药管局在评估并批准新冠疗
法时，“过度关注”政治。

【不设时间】

《今日美国报》说，特朗普眼下预期疫

苗可能在 10 月、即赶在 11 月 3 日总统选举
前问世，但公共卫生官员都不愿给出特定
时间表。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院长弗朗西斯·
柯林斯 9 日告诉国会参议院，试图预测疫
苗能否在 11 月初某个特定时间问世“远远
超出任何科学家现在能告诉大家的事情
范围”“有且只有科学是作出这一决策的
方法。”

药管局局长哈恩也拒绝为疫苗设置特
定时间表。“我可没有水晶球，让我推断（时
间）确实不合适，因为我们还没看到临床试
验数据。”他承诺，药管局评估相关数据时，
不会“抄近道”。

药管局专家以外，欧美 9家正研发新冠
疫苗的制药企业 8日发表联名公开信，承诺

“与科学站在一起”，在疫苗的安全性和有
效性没有得到全面证实前，不寻求监管部
门批准疫苗。

公开信说，9家企业“希望清楚表明，我
们一直致力于按照高道德标准和严格科学
原则，研发和试验有潜力的新冠疫苗”。

新华社特稿

韩国外交部第一次官（副部长）
崔钟建说，韩国和美国同意新设对
话机制，并着力推进停滞不前的驻
韩美军费用分摊谈判。

崔钟建 10 日在美国首都华盛
顿与美国副国务卿、朝鲜政策特别
代表斯蒂芬·比根会晤，讨论韩美
关系、半岛问题、地区局势等多项
议题。

韩联社援引崔钟建的话报道，
双方同意新设两国外交部门司局级
工作协商机制“同盟对话”，随时讨
论悬而未决的问题。

就停滞不前的驻韩美军费用分
摊问题，崔钟建说，他和比根同意推
进谈判。韩方同时重申立场，即在
韩美防卫费分摊特别协定框架下公
平分摊。

“比根和我就停滞近一年的防
卫费用分摊谈判坦率地交换了看
法，”他说，“两国均有首席谈判代
表，所以不会有副部长级谈判，但我
们同意作为副部长密切磋商，以协
助弥合分歧。这样一来，谈判可能
取得重大进展。”

崔钟建 9 日抵达美国，当天与
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马修·波
廷杰会晤。崔钟建访美距离他获任
外交部第一次官不足一个月。

大约 2.85 万名美军士兵驻扎在
韩国。美韩 1991 年至今先后签署
10 份驻韩美军费用分摊协定。第
10 份驻军费分摊协定去年 12 月 31
日到期，双方没能在协定失效前达
成第 11份协定。

驻韩美军费用分摊谈判陷入
僵局，缘由是美国总统唐纳德·特
朗普嫌韩国方面愿意分摊的金额
太少。

韩联社报道，韩国同意增加分
摊金额，在 2019 年支付的 8.7 亿美
元 基 础 上 增 加 13％ ；但 美 方 要 求
韩 国 分 摊 13 亿 美 元 ，增 幅 达 到
50％。

美国《华盛顿邮报》资深记者鲍
勃·伍德沃德在即将出版的新书中
写道，特朗普任职之初就想减少驻
韩美军人数。

特朗普告诉伍德沃德，美方向韩
方提供保护，花了 100 亿美元；韩方
却在埋头挣大钱。“我们就是傻帽。”

伍德沃德曾参与报道水门事
件，他的新书定于本月 15 日出版
发行，包含他对特朗普的专访，以
及对知情人士的背景采访。

新华社特稿

韩副外长赴美
推驻军费谈判

美药管局拒绝为新冠疫苗设时间表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参与监

管审批的 8 名官员和科研学者 10
日在《今日美国报》联合发表专栏
文章，承诺保持这家机构面对政治
力量时的独立性，今后作有关新冠
疫苗和疗法的决策时，“继续遵循
最好的科学（原则）”。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继续
暗示新冠疫苗有望在 11 月 3 日总
统选举前“就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