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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20日电（记者 戴

小河）国家药监局副局长黄果20日在市场

监管总局召开的涉疫药品和医疗用品稳价

格保质量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为了给

疫情防控提供更多更好的“武器”，国家药

监局依法依规启动应急审批程序，加快新

冠肺炎临床诊疗急需药品的审评审批。

截至目前，国家药监局已附条件批准

新冠病毒疫苗5个，另有8个新冠病毒疫苗

经有关部门论证同意后纳入紧急使用；批

准治疗药物 11个、各类检测试剂 128个。

对于已经上市但需要扩大供给的，各级药

品监管部门将采取靠前服务，加快药品上

市后变更审批程序，允许企业采取委托生

产等多种办法，快速增产扩能。

国家药监局还与卫生健康、中医药管理

等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各省级药品监管

部门对儿童用医疗机构配制制剂的调剂使

用申请实施快速审批，原则上应当在3个工

作日内完成审批。一些管用好用的医院制

剂，可以更快地在更大范围内服务患者。

据统计，目前我国已经上市的退热、止

咳、抗菌、抗病毒等四类药品共有 194种，

涉及批准文号 9000多个。关于老百姓十

分关注的解热镇痛类常用药物布洛芬、对

乙酰氨基酚的生产情况，根据2021年企业

年度报告数据，布洛芬的有效文号共 446
个，其中2021年在产104个；对乙酰氨基酚

的有效文号共 986 个，其中 2021 年在产

111个。目前，这两个品种的在产制剂企

业都在逐步释放产能。此外，我国布洛芬

和对乙酰氨基酚的原料药产能比较充足，

能够满足国内制剂生产需求。

本报讯（记者 杨珍莹）哈啰共享

“两轮文明城计划”再添新成果。继共享

单车走进千所高校之后，哈啰单车又与

上海核心制造产业基地开展合作。

近日，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下属上海飞机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称“上

飞公司”）在浦东基地举办了共享单车入

园启用活动。上百辆蓝色哈啰共享单车

将在基地园区设定指定停车点，为园区

内职工办实事，解决出行难题。

上飞公司是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

任公司下属的飞机总装制造中心，浦东

基地为上飞公司的主要基地之一，也是

上海创新产业高地园区的重点示范

区。但由于基地规模较大，职工在园区

从生活区到办公区、到试飞区交通不

便。为此上飞公司相当重视，并于近期

与哈啰公司商讨具体方案后迅速达成

合作意向。

根据双方达成的合作，上飞浦东基

地内以“多点投放、区域共享”为原则，

投放哈啰共享单车，并设置 18 处单车

专属停车点位。为了更好服务上飞职

工提升职工共享单车使用便利度，哈啰

单车再结合实际园区的反馈，利用哈啰

“智慧大脑”，结合后台用户骑行数据进

行分析，并以此为依据，持续优化技术，

实现上飞职工在园区内出行的无缝接

驳体验。

哈啰单车入驻基地至今已满月，基

地用户累计骑行已超过 5000 次，累计

骑行近万公里。哈啰和上飞的合作，将

助力上飞基地精细化服务升级，为共享

单车入驻产业园区打下一个标杆样本。

本报讯（记者 杨珍莹）12月20日，复

星医药宣布，mRNA 新冠疫苗复必泰

BNT162b2以及复必泰二价疫苗均获正式

注册为中国香港药品/制品（生物制品）。

其中，复必泰BNT162b2获注册用于 12岁

及以上人群的基础免疫接种、复必泰二价

疫苗获注册用于 12岁及以上人群的加强

接种。

本次注册后，有接种意愿的人士可凭

当地医生处方于位于中国香港的医疗机构

或诊所接种复必泰疫苗。

2020年 3月 16日，复星医药和百欧恩

泰宣布达成了mRNA疫苗开发的战略合

作，复星医药获百欧恩泰授权，在中国境内

及港澳台地区独家开发及商业化基于其专

有的mRNA技术平台研发的新冠疫苗。

临床研究及真实世界数据表明，复必泰

二价疫苗作为加强剂接种后，针对奥密克戎

BA.1、BA.2和BA.4/BA.5变异株以及原始

株等病毒株均可产生强烈的中和抗体反应，

与原始株疫苗相比，具有更好的免疫原性和

广谱性，能全面覆盖奥密克戎变异株。

根据百欧恩泰早前公布的复必泰二

价疫苗 2/3期临床试验，复必泰二价疫苗

作为加强剂接种有利于加强对老年人群

体的保护，加强接种后 1 个月的数据显

示，复必泰二价疫苗临床试验数据效果

佳，18-55 岁成年人的中和抗体提高 9.5
倍，55 岁以上老年人的中和抗体提高

13.2倍，能够提供更好的保护效果。

本报讯（记者 杨珍莹）12 月 20 日，

由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

文宏领衔的国家突破性治疗药物品种

HMPL-523 治疗重型/危重型新冠患者

的临床 II期研究项目正式启动。

据悉，HMPL-523是和黄医药自主研

发的 Syk小分子抑制剂，1类靶向新药，能

减弱抗 COVID-19 免疫反应的有害影

响，抑制细胞因子和炎症因子的释放，有

利于作用于局部和全身性的炎症反应。

作为国内唯一在临床三期阶段的 Syk 抑

制剂，HMPL-523 正在临床上开展的免

疫类疾病过敏性血小板减少症的 III期注

册性研究，已显示出良好的安全性和临床

疗效数据。大量研究数据均支持HMPL-
523进一步在新冠治疗上的临床开发，有

望成为针对重症/危重症新冠患者的新的

优化的治疗手段。

在项目启动会上，张文宏介绍了目前

全国疫情的发展特点和趋势，希望通过该

项临床方案的快速推动，重点保护疫情下

的脆弱人群，切实惠及患者。

和黄医药首席执行官兼首席科学官

苏慰国在启动会上表示，医药创新的宗旨

是造福于患者，企业要勇于承担社会责

任，在项目的推进过程中，公司将加快推

进产学研医融合，加快推进项目落地。

本报讯 （记者 陈烁）日前，临港

集团临港创新管理学院又一场培训在

线上开展，浦东新区融媒体中心金牌

讲师团队为临港集团几十名宣传骨干

进行了培训。而像这样来自各行各业

实战一线的培训，在临港创新学院的

培训体系中已经成为常态，不断提升

着临港集团人才的素质和能力，为更

好开发临港新片区助力。

当天的培训，分别围绕新闻采写和

短视频制作及视频号运营展开，给临港

集团的宣传骨干带来更深层次关于宣传

的理论及实践认知。据了解，此前，临港

集团已多次举办关于新媒体运营与新闻

写作、企业文化宣传、公文写作技能提升

以及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审计等培

训班，以培养复合型人才。

人才发展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于 2017 年成立的临港创新管理学院

出发点即始于此。2018 年，临港创新

管理学院又整合接收了临港高技能

人才培养基地，形成了企业大学、行

业培训、职业教育三大板块。自成立

以来，临港创新管理学院已开设了

“临港学院大讲坛”“新片区学习会”

“思享汇”“学在路上”以及“复合 π 公

开课”，努力实现全员培训需求的全

覆盖。

同时，探索开展招商、科创、双碳、数

字化以及离岸金融贸易等前沿新知学

习，形成园区发展与产业服务系列课

程。行业培训也持续提升服务能级，服

务政府和新片区人才发展，连续承接上

海市青年创业英才项目和临港新片区管

委会经贸人才项目，甚至还服务全国地

方政府、园区、企事业单位。

据悉，目前临港创新学院已培养并

鉴定了 1万余名高技能人才，从传统制

造业到战略新兴产业，走出了一个个临

港工匠和技术能手。

本报讯（记者 严尔俊）“这里将成

为张江投资的第一站，张江对外的会客

厅、张江宣传的靓丽名片。”上海自贸区

张江管理局吴俊副局长介绍。

近日，张江科学城投资促进中心已

完成物理空间改造，该中心面积约 2000
平方米，将于 2023 年元旦后正式启

用。据介绍，张江科学城投资促进中心

主要分为对外及对内两部分区域，涵盖

宣传展示区、政策推介区、业务接待区、

集中办公区等。同时配备茶饮、前台问

询、母婴室、独立电话间等配套服务功

能。

为什么要设立张江科学城投资促进

中心？记者了解到，张江科学城扩区以

后，220平方公里的范围，需要通过更为

高效的统筹，打造更为优质的营商环境，

推动11个街镇协同共赢，为浦东和上海

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发挥好压舱

石和推进器的作用。而设立该中心是实

现以上目标的关键一招。

据吴俊介绍，张江科学城投资促进

中心启用后，将有效提高张江科学城招商

引资工作效率，在重大项目招商、跨区域

项目协调、对外推介、政策统筹等方面发

挥积极作用。

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日前，黑芝

麻智能宣布，获得东风集团旗下东风乘

用车首款纯电轿车和首款纯电 SUV两

大车型的项目定点。同时，东风集团旗

下东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黑芝麻智能

进行战略投资，持续深化双方合作。

据悉，此次项目定点，东风乘用车将

基于黑芝麻智能华山二号A1000系列自

动驾驶芯片打造行泊一体智能驾驶域控

制 器 平 台 。 该 域 控 平 台 算 力 高 达

58TOPS，可充分满足 L2、L2+等不同级

别自动驾驶对行车及泊车的功能要求，

包括高速公路辅助驾驶、记忆泊车等，预

计在2023年量产。

行泊一体是汽车产品迈向智能化的

必经阶段，行车和泊车从两套单独的系统

整合为一套，整个系统的功能和性能都有

一定程度的提升，能够给予消费者多个不

同场景之间无缝衔接的智能驾驶体验。

作为全球自动驾驶计算芯片引领

者，黑芝麻智能定位于Tier 2，打造高性

能自动驾驶芯片平台，黑芝麻智能华山

二号A1000芯片是国内首个符合车规、

达到量产状态的单芯片支持行泊一体域

控制器的芯片平台。基于A1000系列芯

片打造的Drive Sensing解决方案，是业

界唯一可量产搭载单 SOC芯片的高阶

行泊一体方案，支持 L2++行车领航

NOA、泊车 HPA/AVP、3D 360 环视全

景、多路DVR等功能，帮助用户提升智

能驾驶体验的同时也为车厂及零部件供

应商提供大幅降本的可能。

国家药监局：

加快新冠肺炎临床诊疗急需药品审评审批

复星新冠疫苗复必泰在中国香港获批成为正式注册药品

可有效应对奥密克戎变异株

和黄医药HMPL-523治疗重型/危重型新冠患者II期临床研究启动

有望成为新冠患者新的优化治疗手段

临港集团全方位开展人才培训

以优质人才支撑临港园区和产业发展

张江科学城投资促进中心元旦后启用

“这里将成为张江投资的第一站”

黑芝麻智能又获得战略投资
打造高阶行泊一体量产车型

哈啰单车入驻上飞公司

助力上海产业园区精细化服务升级

■本报记者 张诗欢

“小时候，来这里逛超市是我最开心的

事情，现在，这里成了孩子最喜欢的去处。”

自从今年 9月底，“家门口”的社区商业项

目“金杨陆悦坊”首批品牌亮相，李女士一

家就成了这里的忠实顾客。

昨日，“金杨陆悦坊”暖心揭幕，李女士

一家又特地赶来。对于她而言，这栋焕然

一新的老建筑绝不只有怀旧，而是“更新”

了一种全新的社区生活。

老旧项目改造焕然一新

“金杨陆悦坊”原建筑于1997年6月建

成，属于 1992 年陆家嘴集团开发的金杨

四、五街坊动迁配套设施，后来这里有了农

工商超市，是改造前金杨居民们二十多年

的共同记忆。

浦东开发开放阔步向前，金杨原有的

商业建筑设施也面临着老化的问题，亟待

更新。全新的金杨陆悦坊在外型改造、空

间规划上焕然一新——水波纹形的外立面

极具立体感，不同光线下折射出丰富的层

次感，原本两栋独立建筑的框架结构，也在

改造过程中搭建起室外连廊，实现流动。

在品牌业态上，金杨陆悦坊关注居民

购物消费、文化娱乐、亲子教育等领域，积

极引进众多品牌，覆盖生鲜市集、品牌餐

饮、休闲娱乐、零售等多元业态，如茂昌、亨

达利、冠龙等耳熟能详的“老字号”，高颜值

的生鲜超市荟选集市，以及星巴克、奈雪的

茶等数十家品质连锁品牌。

除此以外，商场依托自身外部空间条

件，为金杨社区的孩子们重点打造了全年

龄儿童户外互动区——棒棒糖乐园。鲜

明、多彩的配色让人仿佛置身奇幻绚丽的

童话世界，游玩内容丰富，已经成为周边很

多亲子家庭放学、周末的“必去打卡地”，更

好融入金杨“15分钟社区生活圈”。

特色打造社区公共空间

社区生活需要什么样的内容？这是金

杨陆悦坊团队启动改造之初思考的问题。

在室内 2楼的“LuLu会客厅”，金杨陆

悦坊与浦东图书馆共同打造“浦东主题阅

读空间”，并在场内设置图书自动借阅机，

市民“扫一扫”就能免费享受到浦东图书馆

的海量图书资源。浓厚的阅读氛围，助力

浦东“书香城市”软实力建设。

与金杨“15分钟社区生活圈”适配的

“一刻钟展厅”，则是一个面向周边5-12岁
小朋友的艺术展陈空间。率先亮相的“和

LuLu一起环游世界”主题绘画展，呈现了

陆悦坊原创形象大使“小鹿 LuLu”携手金

杨小朋友们一起出发环球旅行的故事，孩

子们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为商业空间增添一

份童趣和暖意。

作为陆家嘴集团旗下的社区商业产

品，金杨陆悦坊以共享社区美好生活为己

任，回应着市民对家门口便捷生活的热切

期盼。未来，还将通过公益捐书、手工体

验、读书分享会等形式，为金杨邻里们打造

一处有温度的公共空间。

丰富浦东多层次商业布局

国际消费中心是浦东引领区建设的重

要任务之一,也是浦东在“五个中心”核心

区之后又一重大功能定位。建设浦东国际

消费中心，既要有时尚的国际范儿，又要有

浓郁的烟火气，市民“家门口”的社区商业，

便是其中丰富浦东多层次商业布局体系的

重要载体。

《浦东新区深化上海国际贸易中心核

心区建设“十四五”规划》中也指出，“完善

商业布局体系，建设世界级地标商圈，创建

市级商业中心，加快地区商业中心建设，发

展社区商业和特色商业。”

记者了解到，除了金杨陆悦坊和已在运

营的花木陆悦坊、前滩陆悦汇，“陆悦”系列

正筹备进驻浦东塘桥社区，为更多浦东居民

的“家门口”带来便捷与美好。

社区商业项目“金杨陆悦坊”正式开业

丰富浦东国际消费中心多层次商业布局

焕然一新的金杨陆悦坊。 □金杨陆悦坊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