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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烏克蘭檢察總長維涅迪克托瓦、安全局局長巴卡諾夫昨天傳出
遭到開除，總統府辦公室副幕僚長今天表示，兩人已遭總統澤倫斯基下令停職
等候調查，但尚未正式遭到解職。

路透社報導，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enskyy）昨天表示，巴卡諾夫
（Ivan Bakanov）已被解除職位，檢察總長維涅迪克托瓦（Iryna Venediktova）也
被開除。原因是兩人的部會官員多人與俄羅斯勾結。

烏克蘭總統府辦公室副幕僚長斯梅爾諾夫（Andriy Smyrnov）今天告訴烏克
蘭電視台，維涅迪克托瓦遭停職，巴卡諾夫則被暫時調離職位，同時當局已展
開相關調查。

在被詢及，一旦當局調查還這兩名官員清白，兩人是否會復職，他表示：
「我們生活在一個法治的國家，當然我可以想像（有這種可能性）。」

在烏克蘭這波內部整肅行動中，安全局局長巴卡諾夫是澤倫斯基兒時玩伴
，檢察總長維涅迪克托瓦則是他的親信。

兩人是澤倫斯基2019年壓倒性勝選上台後，拔擢年輕親信打擊貪腐政策的
象徵性人物。

但在俄羅斯入侵近5個月後，澤倫斯基坦承他這兩名盟友未能根除他們單位
內部的叛徒和通敵者。

澤倫斯基昨天宣布這兩人已被開除。但烏克蘭總統辦公室副幕僚長今天澄
清，兩人暫時遭停職，靜待進一步調查。

澤倫斯基在全國講話中表示，正在調查烏克蘭安全官員涉嫌叛國、夥同俄
羅斯侵害國家利益的650多起案件。澤倫斯基表示，其中60例的涉案官員仍在
俄羅斯占領的領土上 「與我們國家作對」。

澤倫斯基表示： 「如此大量侵
犯國家安全基礎的罪行，以及烏克
蘭執法官員與俄羅斯情報機關之間
建立的聯繫，對相關領導人帶來非
常嚴重的問題。」

澤倫斯基現在是全球讚揚的烏
克蘭戰時領導人，但在俄羅斯入侵
前，他遭指控任命沒有經驗的友人
，從事無法勝任的職務。

巴卡諾夫是澤倫斯基在烏克蘭南部的兒時玩伴，在澤倫斯基的電視圈職業
生涯，由他協助經營媒體事業。他成功帶領競選團隊，讓澤倫斯基從一個在電
視上扮演總統的諧星，成為在真實生活中取得壓倒性勝利的總統。

檢察總長維涅迪克托瓦上週出席在海牙的會議，討論國際間以戰爭罪起訴
俄羅斯。澤倫斯基從政後，維涅迪克托瓦擔任他的司法改革顧問。

澤倫斯基昨晚對全國發表演說時提到，前烏克蘭安全局負責克里米亞地區首長
涉嫌叛國被捕。俄羅斯於2014年併吞了克里米亞，基輔和西方國家現在仍將克
里米亞視為烏克蘭的領土。

澤倫斯基表示，他在俄羅斯侵略烏克蘭初期開除了這名安全首長。他說，
現在證明這個決定是有根據的。

他說： 「已蒐集到足夠的證據舉報此人涉嫌叛國。他的所有犯罪行動都是
有憑有據。」

烏克蘭內鬼案烏克蘭內鬼案 澤倫斯基兒時玩伴和信任高官遭停職澤倫斯基兒時玩伴和信任高官遭停職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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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ident Biden who is visiting
Israel sai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does not rule out the
use of force against Iran as a
means of preventing their
possession of nuclear
weapons which fully
expressed the U.S. support for
Israel.
`Today there is chaos around
the world for so many reasons.
First of all, the Covid-19
pandemic has deeply affected
the world's economy. Many
poor countries still can’t get
enough vaccine to prevent the
virus and operate with only
minimum public health
services.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prevent new viruses and they
still continue to appear.
`The second reason is that

Russia has launched an all out
war against Ukraine which is
very unforgivable. Since
February, the war is still going
on. Millions of refugees and
people throughout the region
are suffering greatly. All the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are
in chaos because of the war.

The third reason is the
total breakdown of
international multilateral
relations. Globalization has
come to an e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has entered into the
worst period of time in recent
history and we don’t see any
bright spot in the near future.

It is very sad that we
might return to the Cold War
again. 0707//1616//20222022

The World Is Really Chaotic NowThe World Is Really Chaotic Now

正在以色列訪问的拜登總
統表示，美國不排除使用武力
作為針對伊朗擁有核武器之手
段，這也充分表達對以色列之
支持。
今天世界各地被政治動盪

物價上漲及俄烏戰事之困境，
可說是世界真亂，我們分析其
原因，首先是新冠疫情對世界
経濟帶來的巨大沖擊，許多貧
困國家無法得到充分之疫苗及
起碼之公衛服務，至今仍難控
制，新的病毒不斷出現，公衛
專家窮於應付。
第二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俄

羅斯對烏克蘭發動戰爭，這是
令人非常不能原諒和瞭解之事
，也許當初俄羅斯是想在最短
期內攻佔烏克蘭，但是，從二
月下旬開戰以來，不但沒有得
到預期之勝算，而充分暴露了
自己之弱點，並打亂了國際秩
序。
第三個原因是國際多邊關

係之破裂，全球化之体系可能
就會結束，中美兩大國之關係
也面臨最嚴峻之考驗。
我們希望不要回到冷戰時

代，世界如此之亂，沒有一個
國家和地區能夠幸免。

世界真亂世界真亂



李著華觀點李著華觀點::槍擊鑑定報告槍擊鑑定報告--德州德州
小學屠殺案報告證明公權力不彰小學屠殺案報告證明公權力不彰

「德州論壇報」 （The Texas Tribune）公佈
了一份由該報所獲得的近80頁的獨家報告--由德
州眾議院槍擊案調查委員會所做的針對烏瓦爾德市
（Uvalde）羅伯小學（Robb Elementary School
）所發生的槍擊命案的調查鑑定報告, 此報告記載
了5月24日案發當時有近400名執法警員趕赴羅伯
小學，但卻因為“系統性失靈”（systemic fail-
ures）而造成了延誤了1個多小時的混亂場面後，
警察才敢進入教室擊斃了 18 歲的槍手拉莫斯
（Salvador Ramos）, 這份報告的出爐, 再一次證
實警察公權力不彰以及一系列失誤,而400名執法
武警竟然畏懼1名歹徒,讓他在教室裡膽大妄為的開
了142槍,真是匪夷所思的事, 如果法律不對這些貪
生怕死的警察予以制裁與嚴罰, 人民百姓的安全怎
麼可能會有保障呢!

這一份調查報告非常慎重而嚴謹, 是由德州眾
議院調查委員會對超過40名包括槍擊現場目擊證
人和執法員警進行數周的閉門會談後撰寫和發布的
, 所以不可能有杜撰或誇大不實之情節, 而評鑑的文
字還包括了 “總體上警察懶散的做法不足為取”
的字句, 如果我們對照上星期由德州首府 「奧斯汀
美國政治家報」 （Austin American-Statesman）

所獨家公佈們的當天的槍擊命案的監視錄像, 其中
有兇手開卡車闖入校園, 並持半自動步槍進入教室,
以及眾多警察在短短幾分鐘之內就已經趕到現場,
但卻擠在教室外最遠的走廊一側, 當時他們手中備
有半自動武器和防彈盾牌卻不敢進入教室營救孩童
, 證明了警察處置槍擊案嚴重失職, 他們的懦弱真是
令人髮指, 真是不夠格擔任警察職務, 將來任何的警
察單位在招聘警察的時候, 除了基本的才能之外,必
須嚴格審核具有膽識和膽量的人才可以錄取。

這一次羅伯小學不幸發生美國歷史上第二嚴重
的校園命案, 也是近十年來死傷最慘重的學校槍擊
案,19位幼童生與兩位教師冤死於教室內，完全是
人謀不臧的弊因, 由於警察嚴重失職所造成的巨大
災難, 而在這份報告中也指出, 羅伯小學周圍五英尺
高的外部圍欄無法阻止槍手, 而讓他輕易地通過一
扇沒有上鎖的門闖入教室, 所以各個學校應該立即
對校園圍牆的修建重新檢討, 平時警衛就要做好嚴
格的防範,讓歹徒無可趁之機。

現在德州德州眾議院的調查報告出來了, 請問
司法部的調查報告呢? 希望我們的聯邦政府最高司
法部門盡速的給大家一個報告與說明吧！

日本推出含金屬成分口罩日本推出含金屬成分口罩 宣稱可殺死奧密克戎毒株宣稱可殺死奧密克戎毒株
(綜合報道）日本奈良縣立醫科大

學微生物學副教授中野龍一和一家金屬
加工公司共用研發出一款含有特殊銅合
金成分的新型口罩，並宣稱這款口罩對
奧密克戎毒株具有滅活效果。

《每日新聞》介紹，中野曾就“如
何避免新冠病毒通過門把手等介質傳播
”展開研究。研究結果發現，含有鋅等
多種金屬元素的特殊銅合金具有殺死新
冠病毒的效果。中野表示，銅離子能夠
破壞新冠病毒的核糖核酸（簡稱RNA
）。通過驗證試驗確定，這種特殊銅合
金對德爾塔毒株和奧密克戎毒株都具有
滅活效果。

基於上述研究成果，中野與金屬加
工公司合作，利用蒸鍍技術成功研發出
含有特殊銅合金成分的四層無紡布口罩
。目前這種新型口罩已於 15 日起在日
本販售，一盒 30 只，售價 3120 日元
（約合人民幣152元）。

韓日外長今天將在日舉行會談韓日外長今天將在日舉行會談
聚焦強徵勞工索賠問題聚焦強徵勞工索賠問題

(綜合報道）韓國外交部長官樸振和日本外務大臣林芳正將在
日本東京舉行會談。這是兩人之間的首場外長會談，也是尹錫悅
政府第一場韓日外長會。屆時，雙方或將聚焦於二戰時期日本強
徵勞工索賠問題。

今年5月，樸振曾以候任外長身份與到訪韓國首爾的林芳正
舉行會談。韓國新政府把修復韓日關係列為重要施政課題，因此
二戰時期日本強徵勞工索賠問題可能成為此次外長會的核心議題
。

報導指出，韓方正為強制執行賠償判決而分階段推進日企在
韓財產變現，日本政府一直批評這一系列措施違反1965年簽署的
《韓日請求權協定》等。今年6月，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曾就韓日
關係表示，國與國之間的協議不能不遵守，如果沒有基本的互信
，日後就無法進行協商。

報導稱，日本政府把本國企業財產執行變現視為韓日關係踩
不得的紅線。屆時，樸振將向林芳正說明韓國國內為解決賠償勞
工問題而付出的努力，並聽取日方的意見。因此此次外長會是否
會謀求讓受害者和日方都能接受的暫定方案引起關注。

緬甸克欽邦小鎮河水暴漲創紀錄
發生洪災，街區被淹

綜合報導 據稱，南蒙分鎮，7月7日

晚間就開始降雨，並且部分地區降大暴

雨，為此，7月8日一早，南蒙河水創紀

錄暴漲，河水漫出，沖刷分鎮內地勢低

窪地區。

一名南蒙分鎮民眾稱，河水是創紀

錄的暴漲。以前河水上漲從未到過觸碰

跨河橋的情況，現在觸碰到了。目前，

大家在堆積沙袋防洪，地勢低窪地區都

被淹了。南蒙河水如此暴漲，應該和采

石以及修南蒙－和平路時，將廢棄土方

堆積在就近的溝壑有關，下雨把泥土帶

入了河裏，致使河道變淺。以前也下過

那麼大的雨，但河水未曾這樣上漲過。

莫寧鎮氣象局表示，莫寧鎮的降雨

量只有0.15英寸，南蒙分鎮周邊有2英寸

，是局部降暴雨，因突然暴雨，導致山

洪暴發，所以河水暴漲。今年克欽邦南

部和實皆省上部地區，降雨量超出了正

常情況，比往常多出了40％，可能和全

球氣候變化也有關。地區農戶們種植的

部分熱季作物還未能收割，現在損失較

大。

6月30日時，克欽邦八莫縣瑞古鎮1

小時內降雨量創造了新紀錄，達到了3.82

英寸。6月16日，莫寧鎮5小時的降雨量

達到了5.31英寸，引發了內澇。莫寧鎮氣

象局稱，莫寧縣內往常的降雨量，1月1

日至6月底，只有23.81英寸，而今年至

今，已經達到了44.21英寸。

安倍安保人員被質疑 「重大失職」
綜合報導 據報道，日本前首

相安倍晉三8日在奈良街頭演講時

遭槍擊，經數小時搶救後不治身

亡，終年67歲。一時間，日本網

絡上充斥著對安保人員失職的指

責。

報道稱，雖然日本的警察當

局沒有詳細公布當時的安保部署

，但專家們認為，日本選戰當中

的安保難度較大，與其他國家相

比對槍支的警備仍有極大改善空

間。警察當局也急需完善警備製

度。

據報道，安倍遇刺時站在一

個數十厘米高的臺子上。當時周

圍聚集了超過100名民眾。而警察

和選舉工作人員更是多達數十人

。按照日本慣例，現任閣僚和前

首相都必須有警視廳警備部安排

的「安全警察」隨行，提供安全

警備服務。日本的「安全警察」

製度始於1975年，當時的日本首

相三木武夫曾在街頭遭壯漢暴力

毆打。此後，日本參照美國總統

的特保模式建立了「安全警察」

製度。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經營安

保公司的前警察告訴記者，「安

全警察」按要求應該身著防彈衣

並攜帶警棍。常年擔任首相的安

倍顯然應該是日本最高級別的安

保對象之一。當天，安倍身邊有

奈良縣的地方警察和日本警視廳

的「安全警察」同時在場，據說

也事先確認了現場有無安全隱患

。但在演講現場，演講者通常會

站在高處宣講，甚至在演講前後

與選民握手互動。一位執行過選

舉警備任務的警察告訴記者，這

就導致日本選舉宣傳的警備難度

更高。

國際保安協會亞洲區負責人

小山內秀友說，日本要人的警備

更側重刀具和鈍器的防備訓練，

而歐美側更重於槍擊。歐美國家

不但會提前確認現場安全，也會

更註意周圍人的手部動作，甚至

還會部署狙擊手。在槍支管控非

常嚴格的日本，不得不說警察當

局對槍擊的警備存在漏洞，安保

水平與美國等國有質的差距。

另外，日本前警視總監米村

敏朗 8日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也稱

，這次刺殺事件當中，警備人

員很可能沒有事先確認警備死

角，「作為警察來說，存在重大

失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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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局勢緊張的克欽－實皆

交界區域，因多鎮人民防衛軍發布信息

稱，7月7日起，因多－班茂公路無限

期禁止貨車通行往來。

因多鎮人民防衛軍（PDF）表示，

近期軍方部隊不斷在使用民用貨車運輸

槍支彈藥進行補給，所以做出決定，暫

時無限期禁止貨車通行往來。

因多鎮人民防衛軍（PDF）一名

負責人稱，禁止貨車通行往來是因

為因多鎮內的軍方部隊，不斷在通

過因多－班茂公路，向實皆那邊在

爆發戰事的區域進行增援。再一個

，他們使用民用貨車混淆視聽的運

輸槍支彈藥。在我們發動攻擊時，

為避免民眾們受到傷害，所以禁止

貨車通行往來。

軍方部隊，在7月7日晚間，還征

用了民用車輛，從因多鎮向班茂那邊運

輸了槍支彈藥及糧食，因此為杜絕此類

情況，所以禁止貨車通行。只有在我們

通告說，可以通行了，才允許貨車重新

通行往來。貨車堅決不允許通行往來，

私家則不受限，但是需要放下擋風玻璃

行駛。

因多鎮人民防衛軍（PDF）表示，

禁止貨車通行往來期間，不聽勸的話，

發生任何問題，後果需自負。目前，因

多鎮內，軍方部隊與地區人民防衛軍局

勢緊張。

日本警方公布安倍司法解剖結果：
頸部和左上臂中彈

綜合報導 日本奈良縣警方

公布司法解剖結果稱，日本前

首相安倍晉三的死因是「左上

臂中槍損傷左右鎖骨下動脈，

導致失血過多死亡」。

據消息，日本警方公布稱

，安倍頸部和左上臂共兩處有

中彈傷口。案發現場確認傳出

兩下槍聲，警方正在詳細調查

擊發的子彈數量和結構、入射

角度等。警方公布的死因是

「左上臂中槍損傷左右鎖骨下

動脈，導致失血過多死亡」。

消息稱，實施搶救的醫院

8日透露安倍頸部有2處槍傷，

而警方則表示不清楚頸部另1

處創傷是否由子彈造成。已知

山上徹也作案時從背後接近，

在數米以內的近距離開槍。

共同社還從辦案人員處獲

悉，被捕的前海上自衛隊員山

上徹也（41歲，無業）供述稱

，他因其母親沈迷宗教團體而

心生恨意，

以為安倍與

該團體有關

就把他當成

了目標。

山 上 接

受警方調查

時承認對安

倍懷有殺意，

他 表 示 ：

「與特定團

體有仇，以為前首相與該團體

有關聯，所以實施了犯罪。並

非對其政治信念有恨意。」

7月8日，安倍晉三在奈良

遭槍擊後，因傷勢過重不治身

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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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股市、石油、歐元接連大跌
經濟衰退恐慌加劇

歐洲各大金融市場上股市、石油、歐

元和英鎊接連大跌。有觀點認為，由於天

然氣價格飆升，歐洲經濟衰退的可能性增

大，投資人信心受到重大打擊，「經濟衰

退不可避免」。

報道稱，歐元區經濟增長趨緩引發投

資人擔心。標普全球(S&P Global)衡量企

業信心的製造業采購經理人指數(PMI)顯

示，6月份歐元區私營部門的經濟活動

大幅趨緩，達到16月來最低。Markets.com

的經濟師威爾遜認為，經濟增長迅速趨緩

，「盡管某些跡象顯示通脹在4月份已經

達到高峰，但製造業采購經理人指數顯示

衰退不可避免」。

天然氣價格飆升
天然氣價格飆升尤其使投資人感到擔

心。據報道，荷蘭天然氣交易中心(TTF)的

天然氣價格在歐洲起著參照作用，5日當

天最高時達到每兆瓦時176歐元，超過了6

月初的兩倍。從今年初以來，天然氣價格

上升了近140%，在2月底俄烏沖突爆發前

，每兆瓦時還在100歐元以下。

IG France 的分析師

巴拉代茲評論說，這對

歐洲經濟造成影響，特

別是德國經濟，原因

是德國從俄羅斯進口

的 天 然 氣 大 減 。Ener-

gy Aspects 的分析師斯

科爾斯基表示，「天然

氣和電力價格飛升使得

歐盟經濟衰退的風險超

出預期」。

報道指出，挪威6月

允諾長期增加對歐盟的

天然氣供應，但從近期

的大罷工可能使挪威天然氣出口量減少近

60%。

歐洲股市重挫 歐元跌至20年新低
報道稱，5日，歐洲股市開盤時還出

現走高，但後來陸續出現下跌。紐約股市

跟著受到影響也接連下跌。

另一方面，石油價格受經濟前景的影

響非常大。9月交貨的布倫特原油價格5日

下跌，紐約商品交易所8月交貨的輕質原

油期貨價格當天盤中受到重挫，跌幅超

9%。

此外，殼牌公司、道達爾能源等石油

公司股票也大幅下跌。

另一方面，因為歐洲遭遇能源危機、

美元成避險貨幣走強，歐元對美元的比值

當天跌到了近20年來的新低。英鎊兌美元

也出現下跌。

法國總理：
購買力是政府面臨 「頭號挑戰」 ！

綜合報導 法國總理博爾內在法國國民議會發表施政演說，概述政

府未來數月的優先事項，主要聚焦經濟議題。不過，由於博爾內沒有按

照慣例發起議會對政府內閣的「信任投票」，國民議會4個左翼黨團當

天對政府提出了不信任動議。

據報道，博爾內首先談到法國民眾普遍關心的購買力議題，

指出該議題是政府面臨的「頭號挑戰」，她重申，在總統馬克龍

推動下為保護民眾購買力采取的相關措施是有效的，特別是在天

然氣、電力等能源價格方面的措施。政府推動的購買力法案預計

將於本周提交國民議會。在談到退休製度改革時，博爾內表示，

延長工作時間對於國家的可持續發展是必要的，為了國家的繁榮

和財政收支的可持續性，相關改革勢在必行。她同時表示，法國

失業率從 2017 年的超過 10%降至目前的 7.3%，處於「15 年來最低

水平」，充分就業「觸手可及」。博爾內還提到，法國政府希望

將法國電力公司實現 100%國有化。法國電力公司是世界最大的電

力生產商之一，其發電量主要來自核電。法國政府目前持有該公

司83.88%的股份。

據報道，由於馬克龍政府此前宣布，本次總理施政演說後將不會

按慣例進行「信任投票」，博爾內「從演講的第一分鐘起」便遭到

在場反對黨議員的大聲斥責，國民議會主席被迫3次敲錘幹預才使議

會恢復秩序。「不屈法國」黨、社會黨、綠黨和法國共產黨議會黨

團當天向議會提出了針對政府的不信任動議。法國國民議會7日表示

，將於11日對該動議投票表決。

法國年輕員工心理健康惡化
新冠加劇職業倦怠

綜合報導 法國馬拉科夫人

力資源機構（MalakoffHumanis

）進行的最新研究，法國員工

尤其是30歲以下員工的心理健

康狀況令人擔憂。這些年輕員

工當中，36%曾在 2022年 3月

請假停工，而2021年 3月這一

比例為21%。

據報道，法國馬拉科夫人

力資源機構敲響警鐘，其調查

顯示，新冠疫情嚴重影響了法

國員工的心理健康。根據這項

最新發布的調查報告，2022年

3月，18%的員工曾至少請假停

工一次，而2021年 3月這一比

例為11%。30歲以下員工的數

據尤其令人擔憂，2022年 3月

，36%曾至少請假停工一次，

這一比例遠高於2021年 3月的

21%這一水平。

具體來說，員工請假停工

的理由56%是新冠感染，但抑

郁、焦慮、壓力過大、職業倦

怠等心理問題是導致員工停工

的第二大原因，在所有員工中

占14%，在30歲以下員工當中

占16%。

法國30歲以下年輕員工的

心理健康狀況明顯比其他年齡

組脆弱。例如，30歲以下員工

中有23%對自己的心理健康持

負面看法，而在所有員工中這

一比例為16%。同樣，這些年

輕員工中，48%存在睡眠障礙

，42%自稱壓力很大，34%感到

心理疲勞，29%甚至感到「筋

疲力盡」，而在所有員工中，

這四項比例分別為 32%、28%

、22%、19%。這些健康問題會

造成嚴重後果，30歲以下員工

中，22%會服用安眠藥、抗焦

慮藥或抗抑郁藥，在所有員工

中這一比例為18%。

法國年輕員工之所以產生

如此嚴重的心理問題，44%的

受訪者歸咎於工作環境，尤其

是工作強度大和工作時間長，

47%歸咎於社交關系惡化，28%

歸咎於個人原因，尤其是經濟

狀況不盡人意。這種情況對私

人生活產生了影

響。30歲以下員

工當中44%表示

，在協調工作和

個人生活方面存

在困難，所有員

工中這一比例為

35%。30歲以下

員工當中51%抱

怨即使在工作之

外也無可避免要查看工作郵件，

所有員工中這一比例為39%，

疫情期間遠程辦公的發展無疑

增加了這種狀況。

自新冠疫情危機開始以來，

法國許多民調都對員工的心理

狀況敲響警鐘。早在2021年 3

月，OpinionWay研究所發布的

一項晴雨表就已經擔心員工的

抑郁癥發病率會急劇上升。

巴西2022年糧食總產量將達2.614億噸

創歷史新高
綜合報導 巴西國家地理統計局(IBGE)發布的《農業生產系統調查》

報告預測，2022年巴西糧食總產量將達2.614億噸，較2021年增產3.2%

，創歷史新高。

報告顯示，巴西2022年糧食作物收獲面積預計將達7250萬公頃，較

2021年增長5.8%。

大豆、玉米和稻米是巴西主要糧食作物。2022年，這三種糧食

作物的收獲面積預計占全部作物收獲面積的 87.5%，產量占全部糧

食產量的91.7%。其中，大豆播種面積增長4.4%，產量預計為1.18億

噸，減產 12.6%；玉米播種面積增長 9.3%，產量預計為 1.112 億噸，

增產 26.7%；稻米播種面積下降 2.2%，產量預計為 1070 萬噸，減產

8.1%。

馬托格羅索州是巴西最大產糧區，預計該州2022年糧食產量占全國

糧食總產量的 30.3%。緊隨其後的是巴拉那州(13.8%)、戈亞斯州

(10.6%)、南裏奧格蘭德州(9.4%)、南馬托格羅索州(8.2%)和米納斯吉拉斯

州(6.7%)。

此外，2022年還有10多種作物的產量預計增長。其中，棉花增產

18%、小麥增產13.4%、大麥增產10.6%、高粱增產1.8%。

巴西是世界重要糧食生產和出口國。據巴西農牧業研究所(Embrapa)

公布的數據，2020年，巴西大豆是全球最大生產國和最大出口國，玉米

為全球第三大生產國和第二大出口國。中國是巴西大豆多年來的最大買

家。

據巴西國家地理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20年巴西糧食總產量曾達到

創紀錄的2.554億噸。

「辭職仍掌權」
約翰遜留任英國首相遭國內多方反對

綜合報導 英國首相約翰遜發表聲明

宣布辭去英國保守黨黨首和首相職務，

但也表示將留任至今年秋季繼任者正式

產生。英國《衛報》評論稱，現在的約

翰遜可以說是「辭職了但還在掌權」，

他也因此面臨國內多方要求他立即卸任

的壓力。

據英國輿觀調查公司公布的一份民

調結果，有56%的受訪英國人反對約翰

遜在宣布辭職後留任。

英國前首相約翰· 梅傑在一份公開

信中稱，讓失去各方支持的約翰遜繼

續留任掌權幾個月是「不明智也不可

持續的」，約翰遜應該立即離開唐寧

街。梅傑的說法得到了數位保守黨議

員以及部分近期宣布辭職的英國政府

官員的呼應。

英國反對黨工黨對約翰遜暫時留任

的反應最為激烈。工黨黨首基爾· 斯塔默

稱，約翰遜離開是一個「好消息」，但

他若不盡快卸任反而要留在首相職位上

「堅持說幾個月廢話」，工黨將在議會

發起針對約翰遜的不信任投票。多位工

黨議員也通過各種渠道敦促約翰遜立即

卸任。

英國《鏡報》援引消息人士的話

報道稱，約翰遜希望留任的原因之一

是他想於 7 月底在英首相官方鄉間別

墅契克斯莊園舉行一場盛大的婚禮。

約翰遜已經於 2021 年結婚，但由於各

種限製，當時的婚禮只能邀請最多 30

人到場。

《衛報》指出，若約翰遜同意立

即卸任，副首相拉布最有可能接替他

的位置。美國《華爾街日報》分析

稱，今年秋季產生的約翰遜繼任者將

可能從外交大臣特拉斯、國防大臣華

萊士、財政大臣納迪姆· 紮哈維等官員

中選出。

另一方面，國際社會各方對約翰遜

辭職的反應不盡相同。

據報道，美國總統拜登在約翰

遜宣布辭職後發表的一份聲明中稱

，美國和英國是最親密的夥伴和盟

友，期待繼續與英國政府以及美國

在全世界的盟友和夥伴保持緊密合

作。但聲明全文並未提及約翰遜的

名字。

愛爾蘭總理馬丁在一份官方聲明中

稱，約翰遜辭職提供了一個機會，可以

讓愛爾蘭與英國「回歸真正的夥伴關系

和相互尊重精神」。

據路透社報道，烏克蘭總統澤連斯

基和烏外長庫列巴都使用了「烏克蘭的

真朋友」一詞來稱贊約翰遜。澤連斯基

還說，相信英國的對烏政策不會很快發

生變化。

俄羅斯駐英國大使安德烈· 克林則在

接受路透社采訪時說，約翰遜的下臺原

因是「過於關註地緣政治局勢，也就是

烏克蘭」，而把自己國家和人民的狀況

拋之腦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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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國防部13日公佈的一項數據顯示，由於未能按時完成疫苗接種工作，超
過26萬名美軍人員正面臨被解僱的風險，佔據美軍作戰部隊總人數的13%。

根據這項數據，美國陸軍、海軍、空軍及海軍陸戰隊共有268858名士兵接種了疫苗，但沒
有完成全程接種。需要注意的是，這些數字並不包括尚未接種疫苗的人員，這意味著實際上面
臨解僱風險的美軍人數可能還會更高。

報導指出，對於一些未接種疫苗的美軍人員而言，如果他們的醫療或宗教豁免申請能夠獲
得通過，應該能避免被解僱。不過，海軍陸戰隊預備役人員邁克•貝里（Mike Berry）表示，
宗教豁免權只適用於那些即將退役的人員。

美國極右翼新聞網站 Breitbart援引的統計數據顯示，儘管法院禁令禁止海軍解僱任何尋求
宗教豁免的水手，但截至目前，已有約6400名美軍士兵因拒絕接種新冠疫苗而被解僱，其中大
多數是海軍陸戰隊士兵。此外考慮到政治因素，美國國防部並沒有給被解僱的士兵貼上“不光
彩退伍”的標籤，然而，即便是“將軍”這樣的級別一旦被開除也可能意味著失去福利，並在
服役記錄上留下污點。

從上個星期開始，美國陸軍開始對部分接種和完全未接種疫苗的美軍人員加強行政訴訟。
根據軍方的說法，從7月起，不符合規定的人將不能再領取工資，也不再被允許參加“聯邦政
府資助的演習和訓練”。軍方的一份聲明警告說，那些拒絕強制接種疫苗命令的人還可能被採
取包括去職在內的行政措施。

上週，美國陸軍預備役人員和國民警衛隊人員完成全程接種疫苗的最後期限已過，仍有
12%的預備役人員（約22740人）以及13.1%的國民警衛隊人員（約44000人）沒有全程接種
疫苗。

至於因疫苗接種問題而解僱人員的做法是否會對軍事準備造成影響，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
主席馬克•米利（Mark Milley）試圖淡化這一問題。米利堅稱“拒絕接種疫苗的人數非常少”
，這種問題是“可控的”，他還敦促美軍人員應該“閉上嘴”立刻去接種疫苗。

《美國醫學會雜誌》近期發表的一項研究指出，雖然十分罕見，但接種新冠疫苗的部分美
軍人員正遭受包括心肌炎等嚴重副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美國軍方因疫苗問題解僱人員的同時，美軍的徵兵工作正面臨難題。
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6月27日報導稱，“五角大樓正在為徵兵而苦苦掙扎”，軍方多個
部門擔心無法實現年度徵兵目標，願意參軍的美國年輕人數量達到了15年來的最低水平。

今年五角大樓的一項內部調查顯示，美國17-24歲的合格公民中只有9%有參軍意願，這

是自2007年以來的最低數字。
美軍今年的徵兵工作將於9月30日結束，迄今為止，美國陸軍只完成了約40%的徵兵目標

。美國空軍計劃招募5萬名新飛行員，但較往年相比徵收人數減少了4000人。
五角大樓一位涉及人事工作的高級官員透露，符合參軍條件的美國人總數的在下降——近

年來從29%下降到23%——軍方現在面臨“招募難題”，“隨著軍隊規模變小，公眾對那些穿
制服的人越來越不熟悉，新冠疫情加速了已經擴大的危機。”

（綜合報導）自從“羅訴韋德案”裁決被美國最高法院推翻以來，通
過一個由30多個墨西哥組織構成的地下網絡，平均每天有100劑墮胎藥正
穿越美墨邊境被走私帶入美國境內。

這類藥物包含經過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批准的兩種藥物
成分。墨西哥的墮胎權活動人士維羅妮卡•克魯茲•桑切斯說：“這些藥
物正以一千種極具創造性的方式送達到女性手中。”她所在的組織“自由
女性”也在幫助運營該地下網絡。

報導指出，對於在當地失去墮胎權的美國女性來說，儘管前往其他州
尋求人工流產是一種選擇，但那並不容易。經歷持續多天的藥物流產過程
的女性，經常被告知需要留在當地接受治療，而這對一些人來說費用高昂
。

因此，這個走私網絡大膽而且非法的活動，已成為得克薩斯州南部及
其他地區美國婦女尋求墮胎的途徑之一。

桑德拉•卡多那所在的一個組織也是這個地下網絡的參與者。她說，
在美國最高法院推翻“羅訴韋德案”裁決後的一周內，僅她的那個組織就
收到了70多份來自美國女性的求助信息。

CNN介紹，長期以來，墨西哥部分地區的婦女能通過手術進行人工流
產，選擇通過服用經批准的墮胎藥進行流產也非常常見。通常是由社區衛
生工作者為婦女提供線上或現場的諮詢和醫療指導，在某些情況下還會提
供墮胎藥。報導指出，美國婦女可以選擇前往墨西哥完成墮胎，醫療旅遊
在美墨邊境許多地區很常見，但將外國藥物帶入美國可能會觸犯法律。

美最高法院取消墮胎權保護後美最高法院取消墮胎權保護後
美墨邊境興起墮胎藥走私美墨邊境興起墮胎藥走私

（綜合報導）美國國會最快將在當地時間
7月19日就一項芯片製造業補貼法案進行表決
，該法案旨在向美國芯片產業提供520億美元
補貼，是美國政府推出的《美國創新與競爭法
案》的一部分。

美國眾議院議長、民主黨重量級人物佩洛
西公開支持這項法案。

與此同時，《華爾街日報》、Benzinga等
美國媒體發現，佩洛西的丈夫保羅•佩洛西，
在數週前就已購入美國半導體巨頭英偉達價值
100萬至500萬美元的股票。

這讓美國國會議員的“內幕交易”問題再
次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

據第三方機構統計，2021年，多位美國國
會議員的“炒股戰績”甚至比表現亮眼的標普
500指數還要好。其中，佩洛西夫婦的投資回
報率在所有議員中位居第二名，高達56.15%，
超過了美國頂級的對沖基金經理，甚至遠超股
神巴菲特、華爾街“精算之王”大衛•肖等人
。

儘管沒有證據表明，保羅買股的行為違反
了法律，但美國智庫“Public Citizen”成員霍
爾曼直言，保羅此時大量購入英偉達股票，外
界有理由懷疑他獲得了某些內幕信息。而在美
國社交媒體上，佩洛西被年輕的投資客嘲諷為

“國會山股神”。
佩洛西本人並不炒股，但保羅經常進行大

量股票交易。除了炒股外，82歲的保羅還是一
位商人，擁有並經營一家總部位於舊金山的房
地產與風險投資諮詢公司，目前個人財富約為
1.35億美元。

佩洛西辦公室最新披露的財務文件顯示，
保羅於6月17日行使了200份英偉達看漲期權
，即購入2萬股英偉達股票，價值100萬至500
萬美元。與此同時，他賣出了50份蘋果公司的
看漲期權，價值10萬至25萬美元；賣出1萬股
Visa股票，價值100萬至500萬美元。

巧合的是，美國國會眾議院今年2月剛通
過《美國創新與競爭法案》，擬對美國內半導
體行業提供高達520億美元的補貼。 6月，包
括英偉達在內的多家美國高科技企業敦促國會
盡快落實補貼措施。

根據日程安排，美國參議院最早將在當地
時間7月19日對該項法案進行投票，整個事情
的進展令保羅的投資時機顯得“恰到好處”，
而佩洛西辦公室未立即對此事作出回應。

這並不是“狂熱股民”（avid stock trader
）保羅第一次捲入內幕交易的爭議。

2020年12月，他曾購入25份電動車巨頭
特斯拉的看漲期權，而數週後美國總統拜登公

佈了把聯邦政府車輛替換為電動車的計劃。
2021年3月17日，保羅行使期權，以每股500
美元的固定價格購入2500股特斯拉股票，而當
時該公司的股價已上漲到每股1007美元。

2021年7月2日，保羅再次行使期權，以
每股 1200 美元的價格購入 4000 股谷歌母公司
Alphabet的股票。一周之後，美國眾議院司法
委員會推動6項反壟斷法案，其中4項針對谷
歌、亞馬遜、蘋果等科企巨頭。然而，市場並
不認為這些法案真正構成威脅，谷歌等公司股
價不降反升。

彭博社指稱，這次交易令保羅賺了530萬
美元。

佩洛西的發言人聲稱，佩洛西本人對Al-
phabet股票交易事先不知情，也沒有參與其中
，並強調她已按照法律規定申報了配偶的投資
情況。但媒體和民眾並不認可。

據第三方機構 OpenSecrets 統計，2021 年
佩洛西夫婦的投資回報率達到56.15%，遠超過
巴菲特的26.1%，其去年披露交易的公司包括
蘋果、亞馬遜、特斯拉、微軟等大型科技股。

第三方金融工具“unusual_whales”指出，
保羅的交易時機相當有趣。

憑藉著保羅的輝煌戰績，佩洛西甚至取代
木頭姐成為美國社交論壇上的“新晉股神”，

TikTok 上面的網民將佩洛西稱為“大預言家
”，高呼“跟著佩洛西吃肉”。

《今日俄羅斯》諷刺稱，“只要你成為
（美國）國會中一個政黨的領導人，得到其他
人都不知道的信息，你就能通過內幕交易發財
。

美國《財富》雜誌則提到，美國國會立法
人員利用職務之便、通過不公開信息投資獲利
屬於違法行為，但指控國會議員進行“內幕交
易”格外艱難。

在新冠疫情暴發前，共和黨參議員理查德
•伯爾和凱利•洛夫勒在簡報會上提前接到預
警，迅速拋售股票、規避風險，一度引發軒然
大波。但幾輪調查過後，二人未受到任何控訴
，事情最終不了了之。

美國國會內部一直有呼籲禁止議員炒股的
聲音，但佩洛西多次公開反對，聲稱美國是
“自由的經濟市場”，人人有權參與。

今年初，27名眾議員聯名呼籲對一項禁止
議員持股的提案進行投票，佩洛西終於改口表
示願意推進相關立法。但迄今為止，所有關於
限制議員股票交易的提案仍停留在討論階段，
沒有任何一項表決被提上日程。

美國芯片法案即將表決美國芯片法案即將表決，，佩洛西丈夫斥巨資買股被疑內幕交易佩洛西丈夫斥巨資買股被疑內幕交易

超26萬美軍未按時接種完疫苗或被解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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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產新冠中和抗體藥商業化上市
售價每人份1萬元內 多省市納入醫保 澳門正辦理採購相關手續

2020年5月，騰盛博藥、深圳市第三人民醫院和清華大學三方正式簽署投
資協議，在北京成立騰盛華創公司，以共同開發
擁有中國自主知識產權的長效新冠中和抗體安巴
韋單抗和羅米司韋單抗聯合療法。2021年，該藥
物獲得國家藥監局上市批准，用於治療輕型和普
通型且伴有進展為重型（包括住院或死亡）高風
險因素的成人和青少年（12-17 歲，體重≥
40kg）新型冠狀病毒感染（COVID-19）患者。
其中青少年（12-17歲，體重≥40kg）適應症人
群為附條件批准。

為患者提供更長治療窗口期
據美國國立衞生研究院（NIH）/美國國家

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NIAID）支持的包括837
例入組門診患者的ACTIV-2研究三期臨床試驗
最終結果顯示，與安慰劑相比，長效安巴韋單抗
和羅米司韋單抗聯合療法使臨床進展高風險的新
冠門診患者住院和死亡風險降低80%，具有統計
學顯著性。

截至28天的臨床終點，治療組為零死亡而
安慰劑組有9例死亡，並且其臨床安全性優於安
慰劑組。同時，無論早期開始接受治療（症狀出
現後5天內）還是晚期才開始接受治療（症狀出
現後6至10天內）的患者，住院和死亡率均顯著

降低，為新冠患者提供了更長的治療窗口期。

對BA.4和BA.5具病毒抑制效果
多個獨立實驗室的活病毒和嵌合病毒實驗檢

測數據表明，安巴韋單抗和羅米司韋單抗聯合療
法對廣受關注的主要新冠病毒變異株均保持中和
活性。在奧密克戎變異株方面，該藥物確認對
BA.1、BA.2保持中和活性。

深圳市第三人民醫院院長盧洪洲教授表示，
剛剛拿到的結果顯示，該藥物對奧密克戎變異株
BA.4和BA.5展現出很好的病毒抑制效果。實驗
室假病毒研究表明，該藥物抑制90%BA.4或
BA.5病毒所需要的抗體濃度非常低（16.61μg/
ml），可以達到FDA規定的有效標準。

騰盛博藥首席醫學官嚴立表示，目前正對此
抗體聯合療法對BA.4/5和BA.2.12.1的中和活性
進行進一步實驗，包括活病毒分析，都在進行
中。

持續療效持續保護效果清晰
目前已有國外的中和抗體作為新冠預防藥

物上市。嚴立表示，國產安巴韋單抗和羅米司
韋單抗在設計之初，已考慮到暴露前後的預防
適應症，因此對抗體的半衰期進行延伸。該中
和抗體的半衰期分別是46天和76天左右，這意

味着在輸入這對抗體以後，一個抗體要在一個
半月以後血藥濃度降低一半，另一個則要在兩
個多月以後才降低一半。持續療效和持續保護
的效果非常清晰。針對某些毒株，在接受給藥
六個月甚至九個月以後，還能夠持續保持有效
的血藥濃度。

從這個角度說，這對抗體有非常好的基礎
來做預防適應症。嚴立表示，若臨床上能夠進
一步獲批作為預防藥物來使用，對中國開放、
重振經濟會有很大的意義。

BA.5引發內地本土聚集性疫情
國家衞健委新聞發言人米鋒8日表示，全球

疫情持續反彈，中國外防輸入壓力不斷增大。奧
密克戎BA.5亞分支正在成為全球主要流行毒株，
並在內地引發本土聚集性疫情，防控形勢嚴峻複
雜。

內地目前局部地區疫情有所反彈，7月1日-7
日，平均每天報告有325例，波及16個省47個地
市，主要在安徽和江蘇兩個省份。

國家衞健委疾控局副局長雷正龍表示，BA.5
和BA.4亞分支近期已成為南非、葡萄牙、英國、
以色列等國家的主要流行毒株，境外疫情明顯回
升。北京、天津、陝西等地日前也相繼報告由
BA.5變異株輸入病例引起的本土疫情。

��(���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古
生物學者運用先進的實驗技術證實，5.18億
年前的雲南蟲是地球上最古老的脊椎動物。
這是中國化石寶庫澄江動物群中誕生的又一
位“超級明星”。該發現對了解我們自身所
在的脊椎動物譜系起源具有重要意義，相關
成果8日刊發在國際權威期刊《科學》上。

位於雲南的澄江動物群，保存了大量脊
椎動物的祖先類群，科學家們一直對能在其
中解開脊椎動物起源之謎寄予厚望。此次，
研究團隊運用三維X射線斷層掃描顯微鏡、
掃描電鏡等多種現代實驗設備，從微觀結構
上重新研究了一類此前分類存疑的動物：雲
南蟲。從形態上看，雲南蟲有點類似現在的
蠕蟲，它們身體側扁，一般只有3至4厘米
長。通過對127塊雲南蟲標本的重新分析，
研究人員首次在雲南蟲的咽弓上發現了極微
小尺度上三維保存的疊盤狀細胞結構和蛋白
微原纖維。這兩種精細的顯微結構為脊椎動
物細胞軟骨所獨有，證明雲南蟲是一種原始
脊椎動物。

在雲南蟲身份被“認證”前，學界普遍
認為最古老的脊椎動物是同樣來自澄江動物
群的昆明魚。都是生活在5.18億年前的“同
齡”動物，雲南蟲比昆明魚“老”在哪兒？

領導此項研究的中科院南京地質古生物
研究所研究員趙方臣解釋，說雲南蟲更
“老”，是指它具有更多原始特徵，更接近
脊椎動物的演化源頭。比如，昆明魚已經具
有一條位於身體背部的原始脊椎，而雲南蟲
還沒有明顯的脊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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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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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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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中國科學院南京地質古生物研究所消
息，中國科學家研究發現，5.18億年前的寒
武紀澄江動物群產出的雲南蟲，其咽弓具有
脊椎動物獨有的細胞軟骨結構，確認了雲南
蟲是迄今為止發現的脊椎動物的最原始類
群。圖為原始脊椎動物雲南蟲化石。中新社

香港文

匯報訊（記

者 劉 凝 哲

北京報道）中國首個全自主研發的新冠病毒中和抗

體聯合治療藥物安巴韋單抗和羅米司韋單抗8日宣

布正式在內地商業化上市。據了解，該中和抗體藥

物在內地定價在每人份1萬元人民幣以內，已被批

准納入《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九

版）》，多省市已將其納入本地醫保基金支付範

圍，並提出採購需求。目前，澳門相關機構已提出

該中和抗體的採購意向，正在辦理相關手續。在香

港的上市問題尚在溝通中。

◆◆國產新冠病毒中和抗體聯合治療藥物安巴韋單抗和羅米司韋單抗國產新冠病毒中和抗體聯合治療藥物安巴韋單抗和羅米司韋單抗88日在內地商業日在內地商業
化上市化上市。。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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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中國CPI同比上漲2.5%
專家：豬肉能源漲價增下半年通脹形勢不確定性

6月CPI同比漲幅略高於市場預期。其中，
6月食品價格同比上漲2.9%，漲幅擴大

0.6個百分點；非食品價格同比漲幅擴大0.4個
百分點至2.5%。

食品中，鮮菜和雞蛋價格同比漲幅分別回
落7.9個、4.9個百分點至3.7%、6.5%；糧食、
鮮果價格漲幅與5月持平；新一輪豬周期即將開
啟，豬肉價格同比雖仍下降6.0%，但降幅收窄
15.1個百分點。

6月PPI同比增6.1%
非食品中，國際油價上漲繼續向國內傳

導，6月汽油、柴油價格分別同比上漲33.4%和
36.3%，出行需求回升，帶動飛機票價格上漲
28.1%，漲幅均高於5月。

工業品價格方面，6月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
指數（PPI）同比上漲6.1%，低於5月0.3個百
分點，延續2021年11月以來的下行趨勢。

平安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鍾正生分析指出，6
月，隨着內地疫情防控形勢向穩趨好，物流好
轉、居民囤貨需求減少，且相關產品季節性供
應增加，蔬果、雞蛋和水產品、牛羊肉價格出
現較快下降，但同期豬肉、食用油價格繼續上
漲。同時，疫情防控對居民服務消費需求的抑

制作用趨緩，線下服務價格恢復性上漲，旅
遊、家庭服務等價格漲幅均超過前兩年同期水
平。

需警惕豬肉原油共振下漲價風險
“未來，如果疫情防控政策對國內需求的

影響進一步減弱，線下消費需求得以較快恢
復，疊加社融大幅增長、PPI生活資料價格增速
上行的滯後影響，下半年核心CPI或震盪上
行。”鍾正生預計，下半年CPI同比增速中樞
可能明顯抬升，單月破“3”概率較大。油價、
豬肉價格和服務價格有上漲壓力，下半年通脹
形勢面臨不確定性。

中信證券研報指出，6月中國通脹局勢面臨
着國際油價高漲下帶來的輸入性通脹壓力，疫
情消退下服務業需求回暖的漲價壓力以及新一
輪豬周期起步。下半年需要警惕豬油共振下的
漲價風險，預計CPI將繼續穩步回升，而PPI將
維持下行趨勢。

宏觀政策方面，鍾正生認為，在豬肉價格
較快上漲、通脹風險有所冒頭的當下，近期央
行公開市場逆回購操作回籠貨幣，可能是顧慮
到通脹形勢的不確定性，釋放出引導短期流動
性逐步回歸政策利率中樞的政策信號。中信證
券亦指，近期央行連續開展逆回購操作，或指
明後續貨幣政策從危機模式向常規模式轉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

道）在豬肉、能源及服務價格上漲的

推動下，中國國家統計局9日發布數據

顯示，6月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

同比上漲2.5%，較5月上升0.4個百分

點，為2020年8月以來最高，扣除食

品和能源價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漲

1.0%，漲幅擴大0.1個百分點。專家

預計，下半年CPI同比將震盪上行，

個別月份或突破“3%”目標紅線，豬

肉、原油以及服務價格的上漲壓力為

通脹形勢帶來不確定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
道）9日，由中國生物醫藥創新企業康方生
物自主研發的全球首個雙免疫檢查點抑制
劑雙特異性抗體新藥——開坦尼R（卡度
尼利單抗注射液）正式上市，這是目前全
球首個獲批上市的腫瘤免疫治療雙特異性
抗體新藥，也是中國首個腫瘤免疫治療雙
抗藥物和首個獲批用於治療宮頸癌的腫瘤
免疫治療藥物，標誌着中國成為全球第一
個進入宮頸癌雙免疫治療的國家。臨床試
驗數據顯示，相較於中國已獲批的療法，
開坦尼R在全人群復發或轉移性宮頸癌患
者中的中位總生存期達17.51個月，比已獲
批療法延長8至13個月。

宮頸癌是最為常見的婦女腫瘤，發病
率位居中國女性惡性腫瘤第二位。數據顯
示，2020年，中國宮頸癌新發病例11萬
人，死亡病例5.9萬例，是世界第二大宮頸
癌疾病負擔國。針對宮頸癌，當前臨床常
用的治療方案是單藥化療，但療效有限，
毒性明顯，晚期患者5年生存率僅為17%，
二線治療（即首次治療失敗復發後的第二
次治療）中位總生存期約5至9個月。

康方生物是一家創新型抗體新藥研
發、生產企業，成立10年來專注於抗體和
蛋白藥物開發，開坦尼R是康方生物第二
個成功獲批上市的創新生物藥物。

該藥臨床試驗的主要研究者、復旦大
學附屬腫瘤醫院腫瘤婦科主任吳小華表
示，開坦尼R單藥在既往接受過含鉑化療
治療失敗的復發或轉移性宮頸癌患者的研
究中，無論在PD-L1（一種廣譜抑制劑）
表達陽性還是陰性的人群中，均展示出更
優秀的抗腫瘤效果。這款新藥為中國患者
帶來了顛覆性的治療選擇，改變了宮頸癌
治療現有用藥格局。

康方生物創始人、董事長、總裁兼首席
執行官夏瑜介紹，開坦尼R作為一種基於
PD-1免疫檢查點的全新雙特異性抗體新
藥，可以充分發揮PD-1和CTLA-4（即細胞
毒T淋巴細胞相關抗原4）兩個免疫檢查點
的協同抗腫瘤作用，同時副作用較兩個靶點
的單抗聯合治療明顯降低，優異的抗腫瘤療
效和安全性將明顯提升腫瘤患者的臨床獲
益。

目前，康方生物位於廣州的生物藥產
業基地已建立高標準的產品生產和質量控
制體系，投產產能超2.35萬升，規劃產能
超過6萬升。值得一提的是，粵港澳大灣區
包括生物醫藥領域的創新生態，為該藥的
成功面市創造了極佳的條件，“香港融資+
內地研發、製造”，加速企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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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家統計局中國國家統計局

◆6月CPI 同比上
漲2.5%。圖為7月
9日，居民在河北
省邯鄲市邯山區一
家超市選購肉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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