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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26
日发布数据显示，2020年12月，全国
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18505起，处理26922人（包括125名
地厅级干部、1316名县处级干部），给
予党纪政务处分18901人。2020年全
年，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问题136203起，处理197761人。

数据显示，2020年12月全国共查
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9356起，
处理14134人。其中，查处“在履职尽
责、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
护方面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假作
为，严重影响高质量发展”方面问题最
多，查处7648起，处理11602人；其次

是“在联系服务群众中消极应付、冷硬
横推、效率低下，损害群众利益，群众
反映强烈”方面问题，查处396起，处
理560人。

数据显示，2020年12月全国共查
处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9149起，处
理12788人。其中，查处违规发放津补
贴或福利问题2272起，违规收送名贵
特产和礼品礼金问题2948起，违规吃
喝问题1660起。

据统计，2020年全年，全国共查处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136203
起，处理197761人（包括706名地厅级
干部、10675名县处级干部），给予党纪
政务处分119224人。

2020年全国近20万人
因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被处理

据新华社电 为了最大限度减少人
员流动，降低疫情传播风险，中国民用
航空局26日发布通知，进一步扩大免
费退改政策的适用范围，明确自1月
27日0时起，已购买1月28日至3月8
日春节期间机票的旅客，均可办理免费
退票或至少一次改期。

具体退改规则为：乘机日期在1月28
日至2月3日的旅客，自1月27日0时起
至航班起飞前可提出退票或改期申请；乘
机日期在2月4日至3月8日的旅客，自1
月27日0时起至航班起飞前7天可提出
退票或改期申请。1月27日0时前已申
请退票或改期的旅客，不适用于本政策。

春节期间机票可免费退改

据新华社电 记者26日获悉，交通
运输部日前印发《公路服务区和收费站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南》，明确提出
除因疫情防控需要或出现其他必须关停
的情况外，公路服务区和收费站应保持
开通运营状态，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关闭。

指南明确，在公路服务区室外广
场，加强进入场区车辆停放管理，实施

分区停放；有条件的服务区应设置高、
中风险地区车辆和冷链物流车辆停放
专区；加油站应尽量减少自助加油服
务，避免司乘人员下车走动，做到快加
快走；定期进行场区消毒，对高、中风险
疫情地区车辆和冷链物流车辆停放专
区、垃圾暂存地、自助加油设施等适当
增加消毒频次。

公路服务区收费站不得擅自关闭

据新华社电 美国国会众议院民主
党人25日把指控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煽
动叛乱”的弹劾案送交参议院接受审理。

由众议院多位民主党人组成的特
朗普弹劾案“管理人”团队即控方当天
傍晚正式将弹劾条款文件送至参议院
议事厅，“管理人”代表随后宣读了弹劾
条款内容。

参议院100名成员定于26日宣誓

并组成陪审团，启动特朗普弹劾案审理
程序。审理将由参议院临时议长、民主
党人帕特里克·莱希主持。

按照民主、共和两党此前达成的协
议，正式审理最快于2月8日开始。参
议院将在接下来两周时间里重点审议
和批准新任总统拜登的内阁提名人选
等，同时给特朗普更多时间组建律师团
队和准备辩护。

特朗普弹劾案被送交美参院

26日，由中铁大桥局承建的广佛肇（广州-佛山-肇庆）高速公路北江特大桥顺
利合龙，北江特大桥顺利合龙标志着广佛肇高速实现全线贯通，粤港澳大湾区再添
一条交通大动脉。图为广佛肇高速北江特大桥合龙。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电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养老保险司司长聂明隽26日表示，
阶段性减免社保费是一项临时性支持
政策，2020年年底已经到期，三项社会
保险费从今年1月1日起已按规定恢
复正常征收。同时，考虑到疫情风险仍
然存在，部分企业压力可能较大，规定
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费率政
策今年4月底到期后，将再延长1年至
2022年4月30日。

据人社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张莹介

绍，2020年，企业养老、失业、工伤三项
社会保险共为企业和个人减负1.54万
亿元，向608万户企业发放失业保险稳
岗返还1042亿元，支出就业补助资金
和专项奖补资金1000亿元。社保“免
减缓降”政策力度和规模空前，对纾解
企业困难、保障民生和促进经济恢复增
长起到重要的支持作用。

人社部数据显示，2015年至2019
年，国家先后6次下调了社会保险单位
缴费比例，共为企业减费近万亿元。

降低失业保险、工伤保险
费率政策将延长1年

据新华社电 日本不动产经济研究
所2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日本首都圈
单套新房平均售价2020年涨至6084
万日元（约合 380 万元人民币），是
1991年以来首次超过6000万日元。

首都圈地区2020年新房每平方米
均价 92.6 万日元（约合 5.8 万元人民
币），连续8年上涨。日本首都圈包括
东京都、埼玉县、千叶县和神奈川县。

不动产经济研究所数据显示，首
都圈单套新房平均售价较2019年同
比上涨 1.7%，为 1973 年有记录以来
第二高水平，仅次于 1990 年创下的
6123万日元（约合382万元人民币）
最高纪录。以东京都23个中心城区
看，2020 年单套新房均价同比上涨
5.8%，为7712万日元（约合481万元
人民币）。

日首都圈房价逼近30年最高位

多国排队采购：是信任更是担当

16日，塞尔维亚传统新年的第二天，
一场简单而不失隆重的迎接仪式在塞尔
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的尼古拉·特斯拉国
际机场举行。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亲自率领卫生
部长隆查尔等政府官员，冒着严寒在停机
坪等候，迎接首批100万剂来自中国国药
集团中国生物的新冠灭活疫苗。武契奇
在迎接仪式上说，这批疫苗是塞中两国

“伟大友谊的证明”。
19日，地球的另一端，由巴西空军送

达的1000剂中国疫苗为饱受疫情之苦的
原住民村落带去希望。

“（中国疫苗）在我们最困难、也是最
需要的时刻到来，我要告诉那些心存疑虑
的人，这款疫苗很有效也很重要。”巴西原
住民奥齐马尔告诉新华社记者。

迄今，约有6000个发展滞后的原住
民村落陆续收到了中国北京科兴中维公
司的新冠病毒疫苗。

从亚马孙雨林到安纳托利亚高原，从
东南亚到外高加索……中国研制的新冠
病毒疫苗正在送往世界上最需要的地方，
为守护生命构筑坚强护盾。

在全球战疫“版图”中，许多国家都在
结合自身实际研发不同品种的疫苗。中
国疫苗用数据说话脱颖而出，凭借过硬品
质接连赢得国际认可——

阿联酋卫生和预防部对国药集团中
国生物疫苗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有效性
达86%，具有99%的中和抗体血清转化
率，在预防中度和重度病例方面有效性达
100%。去年12月9日，阿联酋宣布批准
其正式注册上市。

巴林国家卫生监管局在官方通报中
表示，多家权威机构对国药集团中国生
物新冠灭活疫苗在几个国家进行的临床
试验数据开展了彻底审查和评估。巴林
国家卫生监管局在对这款疫苗研发生产
过程及产品稳定性的相关科学数据进行
审查后，进一步验证了这款疫苗的质
量。去年12月13日，宣布批准其正式注
册上市。

伊拉克卫生部发言人赛义夫·巴德尔
对新华社记者说，中国疫苗符合伊拉克国
家药品筛选局规定的科学标准。

塞尔维亚药品和医疗器械局审评相
关文件与科学证据后宣布，根据欧盟与世
卫组织标准，该局已确认中国新冠病毒疫
苗的质量、有效性与安全性。

……
多国专家学者表示，中国疫苗采用成

熟技术，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疫苗储存和运
输体系，有助于实现广泛接种；与中国开
展疫苗生产合作，有助于提升多数发展中
国家的疫苗生产能力；中国企业强大的疫
苗生产能力有助于缓解全球疫苗供应紧
张；中国疫苗公平合理的价格有望极大减
少欠发达或贫困国家的经济负担；仅需
2℃-8℃的储运环境，使中国疫苗冷链储
运条件符合大多数国家国情，还可大幅降
低储运成本……

除了高度认可，不少国家也纷纷行动
起来：巴基斯坦、伊拉克、埃及、巴林等国
批准中国疫苗紧急使用或注册上市；土耳
其总统埃尔多安、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
塞舌尔总统拉姆卡拉旺等多国政要已接
种了中国疫苗；阿尔及利亚、塞尔维亚、阿
塞拜疆、印度尼西亚、巴西、土耳其、菲律

宾、泰国、秘鲁、马来西亚……越来越多的
国家向中国寻求采购疫苗。

美国《纽约时报》去年12月评论道，
中国疫苗有望成为“发展中国家的生命
线”。

从最早承诺将新冠病毒疫苗作为全
球公共产品，到加入世卫组织主导的
COVAX全球新冠疫苗计划，再到用实
际行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帮助，推动实现
新冠病毒疫苗在全球的公平分配，中国始
终致力于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为实
现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负担
性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近日警告，由
于贫穷国家无法像富裕国家那样迅速获
得疫苗，世界正处于“灾难性道德失败”的
边缘。在此背景下，中国疫苗可及可负担
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日益凸显。

筑就“免疫长城”：这是中国疫
苗接种的样子！

“您好，请问您近期有接种过其他疫
苗吗？”

“您有高血压、高血糖、冠心病等慢性
疾病吗？”

“最近一周有没有感冒发烧？”
“有没有药物、食物过敏等问题？”
……
在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小

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种点，这样的声音
近期此起彼伏。记者在现场看到，接种点
设置了等候区、知情告知区、接种区、留观
区、异常反应紧急处置区等各项功能区
域，拟接种人员分组进行安检、测温、扫码
核验，如果没有禁忌病症，就会被引导进
入接种等候区。

一位前来接种疫苗的“滴滴出行”网
约车平台从业人员告诉记者，整个接种过
程让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每个疫苗都有
一个自己的“身份证”。“也就是盒子上的
那个专属条码，医生先在系统中将疫苗信
息与接种人信息进行配对登记，然后才会
注射疫苗，‘一人一码’好比‘定制款’，很
是放心。”

不仅是北京，全国各地疫苗接种工作
都在按照城乡分开、口岸优先、区分轻重
缓急的原则全面有序推进中。

当前，中国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按照
“三步走”策略实施。第一步是对高感染
风险重点人群进行接种，包括从事进口冷
链、口岸检疫、船舶引航、生鲜市场、国内
国际交通运输、医疗疾控的工作人员，以
及前往中高风险国家或地区工作、学习的

人员等。第二步，高危人群，即一旦感染
病毒以后，容易发生重症，甚至容易导致
病亡的人群，比如老人、有慢性基础疾病
和糖尿病等人群。第三步是普通人群。

依据感染风险等级布局“接种梯队”，
既是出于疫苗产能供应紧张的考虑，也是
充分遵循了世卫组织对各国疫苗接种的
基本指导意见。

目前，中国接种人群控制在18岁至
59岁之间，主要是因为该年龄段人群的
试验数据较早得出。

15日，国药集团中国生物董事长杨
晓明在接受新华社记者独家专访时透露，
中国生物近期已经获得18岁以下、60岁
以上这“一老一小”年龄组的试验数据，

“从目前的数据看，3岁至17岁人群接种
新冠病毒疫苗也是安全和有效的，有望实
现‘全年龄覆盖’”。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是党中央对
人民的庄严承诺。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
滔表示，建立全人群免疫屏障意味着需要
大约60%、甚至70%的人群接种疫苗，因
此有必要采取“全民免费”的特殊举措来
解决接种所需的费用问题。

“这是应对‘特殊事件’的‘特殊之
举’，这也有利于最大限度维护广大人民
群众的根本利益。”李滔说。

公众接种、政府买单，大大推进了疫
苗接种的速度和效率。去年12月15日
至今，中国新冠病毒疫苗重点人群的接种
工作已过“满月”。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20日新闻发布会介绍，截至20日，全国
25392个接种点的接种量已超1500万人
次。后续随着疫苗产能和供应量的大幅
提升，符合条件的公众都能实现“应接尽
接”，筑就起守护全民健康的“免疫长城”。

“此灭活非彼灭活”：先进工艺
力保“四性统一”

如何在最短时间拿出安全、管用的
疫苗？

世界各国思路不一，科学技术部副部
长徐南平介绍了“中国方案”：第一时间启
动疫苗研发，同步推进灭活疫苗、重组蛋
白疫苗、腺病毒载体疫苗、减毒流感病毒
载体疫苗和核酸疫苗5条技术路线。目
前，“跑得最快”的就是经典的灭活疫苗。

所谓“灭活疫苗”，是利用培养后再杀
死的病毒制成的疫苗。人们熟知的狂犬
病疫苗、预防小儿麻痹的脊髓灰质炎疫苗
（注射）、百白破（百日咳、白喉、新生儿破
伤风）三联疫苗等都是灭活疫苗。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科研攻关组疫

苗研发工作组组长郑忠伟认为，评价一个
疫苗非常重要的指标包括“四性”，即安全
性、有效性、可及性和可负担性，其中安全
性和有效性是最重要的两个指标。“灭活
疫苗经过了上百年、上百亿人次的使用，
它的安全性、有效性、可及性得到了时间
的检验，也得到了科学验证。”

去年12月30日，国药集团中国生物
的新冠灭活疫苗率先获批附条件上市。
该疫苗可储存在2℃-8℃的普通冰箱，无
需冷链，方法可靠，便于运输，每人需接种
两针。

杨晓明介绍，为最大程度实现疫苗的
“四性统一”，即确保各项评价指标没有
“短板”，研发人员在传统灭活疫苗技术路
线基础上进行了多项技术创新，新冠灭活
疫苗的工艺和技术指标有了显著提升，

“此灭活疫苗已非彼灭活疫苗”。
“举个例子，以往全国一年预防各类

疾病的灭活疫苗有6亿到7亿剂，现在一
个新冠病毒疫苗就要达到10亿剂。满足
如此大规模的产能要求，绝不是多建几个
厂房、多买几台设备的问题，而是必须要
在细胞培养技术、病毒灭活条件、抗原纯
化工艺及质量控制指标和检测方法等方
面实现非常大的技术突破。”杨晓明解释。

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新冠灭活疫苗Ⅲ
期临床试验期中分析数据结果显示，两针
接种后，疫苗组接种者均产生高滴度抗
体，中和抗体阳转率为99.52%，保护效力
为79.34%。安全性和有效性指标超过了
世卫组织规定的上市标准和中国批准的
附条件上市工作方案的要求。

其最佳接种方案是：两针疫苗间隔三
周和四周效果最好。第一针注射10天后
就可以产生抗体。两针注射后，再过14
天，就能产生高滴度抗体，形成有效保
护。疫苗保护期至少为半年，能否保护更
长时间，目前正在测定。

在海外，另一家中国企业北京科兴中
维公司已在多国获得紧急使用许可，其疫
苗的Ⅲ期临床试验主要在巴西、印尼和土
耳其开展。其中，土耳其临床结果显示疫
苗保护效力为91.25%，印尼临床结果显
示保护效力为65.3%。巴西临床结果显
示，疫苗对重症和住院的保护效力达到
100%，对需要医疗救治的轻症保护效力
为78%，总体保护率是50.38%。

“不同国家的数据存在一定差异是正
常情况，受到多重因素影响。比如，巴西
Ⅲ期临床试验所有入组人员都是医务人
员，处于可能被病毒多次攻击的高风险环
境，预计疫苗将能为普通人群带来更好保
护。”北京科兴中维公司董事长尹卫东说。

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
华庆介绍，根据监测结果，中国新冠病毒
疫苗严重不良反应大概是百万分之一，跟
其他疫苗的不良反应情况基本一致，没有
出现异常情况。

为全力提升疫苗产量，工信部5日表
示，中国已有18家企业陆续开展新冠病
毒疫苗产能建设。国药集团中国生物北
京公司、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武汉公司、北
京科兴中维公司三家企业已开启“加速”
模式。其中，国药集团中国生物北京公
司2021年新冠灭活疫苗产能可达10亿
剂以上，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武汉公司、北
京科兴中维公司也在全力加快产能扩建，
保障国内外新冠病毒疫苗接种需求。

（新华社北京1月26日电）
配图均为新华社发

各国纷纷采购各国纷纷采购

给中国疫苗投下给中国疫苗投下

““信任票信任票””
眼下眼下，，疫疫““霾霾””未散未散，，震荡全球震荡全球。。疫苗接种被寄予厚望疫苗接种被寄予厚望。。生死竞速中生死竞速中，，短短数短短数

月中国疫苗研发交出了月中国疫苗研发交出了““11款国内附条件上市款国内附条件上市++1212个国家批准注册上市或紧急使个国家批准注册上市或紧急使

用用++66款进入款进入ⅢⅢ期临床试验期临床试验++55条技术路线条技术路线””的亮眼的亮眼““成绩单成绩单””，，为全球抗疫做出扎为全球抗疫做出扎

实贡献实贡献。。

一段时间来一段时间来，，全球多国纷纷采购全球多国纷纷采购，，国内接种有序推进国内接种有序推进，，安全疫苗积极出海安全疫苗积极出海，，中中

国企业全速扩产……这是世界给中国疫苗投下的国企业全速扩产……这是世界给中国疫苗投下的““信任票信任票””，，也是中国对人类命也是中国对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大国然诺运共同体的大国然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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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医护
人员展示中国新
冠疫苗。

▼▼塞尔维塞尔维
亚总统武契奇亚总统武契奇
（（前排中前排中））亲自亲自
迎接首批中国迎接首批中国
新冠疫苗新冠疫苗。。

十
三
日
，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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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尼
西
亚
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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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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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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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