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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

    全球新冠疫苗产能多少、产量多少？供

需极度不平衡的情况下，如何确保疫苗作为
“全球公共产品”的可及性与可负担性？疫苗

对变异毒株究竟是否有保护效力？……在科
技创新、国际合作等多重效应的共同作用

下，新冠疫苗的研发速度刷新了历史纪录，
但随之而来的疫苗可及性和可负担性等问

题仍待解决。在博鳌亚洲论坛 2021年年会

上，许多嘉宾都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80%以上在中高收入国家接种
在今天的博鳌亚洲论坛“新冠疫苗的供

应与可及性”分论坛中，科兴、康希诺、阿斯

利康三大国内外疫苗研发生产企业负责人
对话世界卫生组织专家。

全球疫苗接种和分配现状如何？世界卫
生组织驻华代表处卫生安全专家乔建荣表

示，全球已接种近 8亿剂次新冠疫苗，只有

很少量到达了不发达国家，80%以上都是在

中高收入国家接种的。“用得上、用得起新冠
疫苗是一个巨大挑战，考验的是人类的人道

主义与道德标准，检验的是全球治理与多边
主义的有效性。”她说。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科研攻关组疫苗

研发专班工作组组长郑忠伟则提到，全球两
百多个国家可分三类。第一类国家“有疫情有

疫苗”，人口数约为 12亿，第二类国家“有疫情
没疫苗”，人口数约为 50亿，第三类就是中国

这样的“低疫情有疫苗”，人口数约为 14亿。

“现在如果只考虑到自己，不考虑到全
人类，那病毒就无法战胜。所以我们要把它

作为全球公共产品来考量。”他说。

中国全年产能接近50?剂
那么，如何确保疫苗的可及性和可负担

性，让各国人民真正用得上、用得起？嘉宾认

为，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需要全球多边

协调和协商治理。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
（COVAX）的提出，就是为了实现“疫苗公

平”。阿斯利康公司董事长雷夫·约翰森表
示，通过 COVAX，目前阿斯利康已向一百多

个国家提供了 3700万剂疫苗。
中国也为全球疫苗的供应作出很大贡

献。中国企业已经在印度尼西亚、巴西、阿联

酋、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等共建“一
带一路”伙伴国开展疫苗联合生产。郑忠伟

透露，目前中国的全年疫苗产能接近 50亿
剂，今年国内疫苗产量预计能超 30亿剂。

需求和供给仍有严重落差
与会嘉宾认为，疫苗生产企业担负起了

社会责任，那就是并非以需求定价，而是按

照公共产品属性来定价。作为国内最早被批
准紧急使用的疫苗公司之一，科兴现已在中

国国内提供了近亿支疫苗接种，同时还向全

球提供了 2.6亿剂次的疫苗，其中 60%以上
都是提供给了中国之外的国家。康希诺生物

创始人兼董事长宇学峰则表示，通过黏膜免
疫，可以用 20%的正常注射用量，达到 100%

的保护效果，这样产能就能成为目前的五
倍，可及性更容易，成本也会更低。

虽然加大马力生产，但与巨大的需求相

比，疫苗供需矛盾还是非常突出。论坛后，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针对部分市民“冬天病毒

高发，到时再去接种”的观望想法，科兴董事
长尹卫东表示：“疫苗的需求和供给之间是

有严重落差的，需求非常大，但供给是不足
的。如果你有机会接种任何一个疫苗，都要

义无反顾赶快去接种，这样你可以优先获得
保护。现在已经充分证实，灭活疫苗接种后，

是有非常好的免疫记忆的。”

特派记者 金旻矣（本报博鳌今日电）

研发速度刷新历史纪录，但可及性和可负担性等问题
仍待解决，论坛嘉宾热议———

如何让人人用得上用得起疫苗？

    本报讯 市委党的建设工

作领导小组会议暨市委党史学
习教育领导小组会议昨天上午

举行。市委书记、市委党的建设
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市委党史

学习教育领导小组组长李强主
持会议并讲话。

市委副书记于绍良出席会

议并讲话。市委常委刘学新、周
慧琳、诸葛宇杰、胡文容出席。

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指

示精神，研究部署政法、国企等
重点领域党建工作。会议指出，

要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
设总要求，切实担负起管党治

党政治责任，精准把握抓党建
工作的职责内涵，全面推进党

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
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

建设，统筹做好纪检监察、组
织、宣传、统战、群团等各项工

作。要进一步明确党建工作责
任主体，理顺党建工作责任体

系，做到全覆盖、无遗漏。要深
化细化“四责协同”机制，纪委

监委派驻监督与单位内部监督
要各司其职、加强沟通、形成合

力。要健全国有企业党组织体
系，不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

纵深发展。
会议听取前一阶段全市党

史学习教育开展情况汇报，明

确下一阶段工作要求。会议指
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实”字

和“活”字上下更大功夫，扎实
深入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要抓

好学习这个基础，切实达到明
理、增信、崇德、力行的目标。要

把党史学习教育与建党 100周
年庆祝活动紧密结合起来，推

动学习教育与庆祝活动融合促进、形成热潮。通过系列

展览集中展示党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邀请先进典
型上党课、作报告，引导党员干部向典型学习。坚持面

向群众开展学习教育，使学习教育生动鲜活，真正入脑
入心。要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深入调

查研究，倾听群众意见，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切实满足群众工作生活中的具体需要，让群众有更多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全面对标党中央部署要求，

严格抓好工作任务落实，确保党史学习教育高标准高
质量推进，取得良好成效。

    本报讯 由安徽省委书记李锦斌，省

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宪率领的安徽省党政
代表团 4月 19日至 20日在沪考察。上海

市委书记李强，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与
安徽省党政代表团举行沪皖两地交流座

谈会，共商深化两地合作大计，共推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

上海市政协主席董云虎、市委副书记

于绍良参加有关活动。
李强代表上海市委、市政府，对安徽

省长期以来给予上海的支持帮助表示感
谢。他指出，近年来，安徽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抢抓
机遇、乘势而上，处处涌动着创新创造活

力，走出了一条创新引领的跨越式发展之
路，成为令人瞩目的发展热土。安徽干部

群众解放思想、敢闯敢干、开拓奋进的精
神状态，值得上海认真学习借鉴。

李强指出，当前，我们正在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和

在浦东开发开放 30周年庆祝大会上重要
讲话精神，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谱写人民城市
建设新篇章。上海与安徽地域相近、人缘

相亲、经济相融、文化相通。进入新发展阶
段，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的深入实

施为沪皖两地深化合作交流创造了更大

空间与机遇。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在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

两个关键词，推动长三角率先形成新发展
格局，更好服务全国改革发展大局。要充

分发挥沪皖两地各自优势，积极贡献长
板，强化分工合作，推进科技联合攻关，加

强产业优势互补，深化两地市场合作，推

动民生服务共享，共同挖掘红色资源、弘
扬红色文化、讲好红色故事，携手为长三

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作出更大贡献，以
优异成绩庆祝建党 100周年。

李锦斌对上海市长期以来给予安徽
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指出，去年 8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合肥主持召开扎实
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

要讲话，标志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进入全
面提速、深度融合的新阶段。我们这次来

上海，就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学先进、抓对接、促一体，全方位

全领域全维度推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
化发展。

李锦斌指出，上海在推进高质量发展
上勇当开路先锋，在创造高品质生活上坚

持示范引领，在实现高效能治理上率先攻
坚突破，创造出令世界刮目相看的新奇

迹，值得我们全面对标学习借鉴。安徽紧

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在上海龙

头带动下，全力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聚焦率先形成新发展格局、勇当我国科技

和产业创新的开路先锋、加快打造改革开
放新高地，抓深抓实“五个区块链接”，着

力构建创新引领的现代产业体系，努力创
造高质量产品供给、高水平制度供给、高效

率服务供给，加快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

“三地一区”。希望皖沪两地坚持以项目化
带动一体化，深入推动自贸试验区联动发

展、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绿色农产品生
产加工供应基地建设、世界级港口群建设、

信用长三角建设和干部人才交流，助力长
三角打造全国发展强劲活跃增长极。

龚正、王清宪分别介绍了两地经济社
会发展情况，并签署《上海市人民政府 安

徽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长三角一体化合
作工作备忘录》。

上海市领导陈寅、翁祖亮、诸葛宇杰、
肖贵玉、彭沉雷、宗明，安徽省领导邓向

阳、孙云飞、虞爱华、郭强、魏晓明、何树
山、杨光荣、章曦、郑永飞参加相关活动。

在沪期间，安徽省党政代表团参观了
浦东开发开放 30周年主题展，考察了上

海自贸试验区、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
展示范区、虹桥商务区、长三角资本市场

服务基地和商汤科技等。

    本报讯 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昨天

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强调按照市委
部署，深入推进爱国卫生运动，普及文明

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研究街道乡
镇首批行政执法事项目录清单，进一步为

基层赋权增能。

会议原则同意《关于深入推进上海市
爱国卫生运动的实施意见》并指出，爱国

卫生运动是我们党把群众路线运用于卫
生防病工作的成功实践。上海爱国卫生运

动成效显著，通过加强环境整治和健康科

普宣传，构筑起疫情防控的铜墙铁壁。要

坚持预防为主，紧紧依靠群众，不断提升
公共卫生整体水平。要坚持问题导向，针

对薄弱环节出实招、求实效、解难题，创新
工作方法，实现从环境卫生治理向社会健

康管理的转变。要进一步完善公共卫生群
防群控机制，加快形成爱祖国、讲卫生、树

文明、重健康的浓厚氛围。

会议原则同意《上海市街道办事处乡
镇人民政府首批行政执法事项目录清

单》，首批事项共 423项。会议指出，法治

政府建设的重点在基层，难点也在基层。

将点多面广、基层迫切需要且能有效承
接的执法权赋予街镇，是完善街镇管理

体制、提升街镇管理服务效能的重要举
措。要加强科学评定，稳妥有序、分批次

推进，确保放得下、接得住、管得好，并切
实减轻基层负担。要加强效果评估，在广

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逐步扩大赋权范

围，不断完善具有上海特色的街镇执法
体制。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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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强龚正与李锦斌王清宪率领的安徽省党政代表团举行交流座谈会

发挥各自优势贡献长板强化分工合作
两地签署关于深化长三角一体化合作工作备忘录 董云虎于绍良参加活动

首批423项行政执法权赋予街镇
龚正主持市政府常务会议，还部署推进爱国卫生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