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新 务实
理性 开朗

本报地址 成都市红星路二段159号 邮编 610017 报料、发行及服务监督电话 028-86612222 邮箱sb86612222@163.com 今日零售价 每份1元
邮政客户订阅电话 11185 中国邮政报刊在线订阅网址 BK.11185.CN 广告许可证5101034000118 今日8版

国内统一刊号：CN51—0073 邮发代号：61-604 成都传媒集团主办 成都商报社出版 第9867期2022年7月10日 星期日
农历壬寅年六月十二 今日市区 多云间晴 25~37℃ 南风1~2级总编辑 汤晓初 值班编委 饶劲

雨污分流，解决小区排
水“遗难杂症”；新建地埋水
厂地面修公园，“邻避”变“邻
亲”……成都污水治理工作
取得新成效。7月8日上午，记
者现场走访《成都市污水治
理 攻 坚 三 年 行 动 方 案
（2022—2024）》（后简称“《方
案》”）相关点位了解到上述
情况。今年3月，成都市政府
办公厅出台该《方案》提出，
三年内要实现排水户雨污分
流基本完成，市政排水管网
重大病害动态清零，污水收
集处理能力大幅提升，旱季
不溢流、雨季不冒溢。

成都市排水有限责任公
司副总经理丁宇向记者介绍
了第七再生水厂二期工程（地
埋式）。该工程在一期处理能
力10万吨/天的基础上再新增
8万吨/天。据了解，第七再生
水厂二期工程为地埋式，项目
深基坑开挖深度达到21米，土
方开挖量达到60万立方米，项
目总投资12.8亿元，共地下两
层，负二层为处理水池，负一
层为辅助性工作操作区。

值得关注的是，第七再生

水厂二期工程除了市民知晓
的污水处理工作外，还具备再
生水利用功能，丁宇透露，预
计在二期工程完工后，第七再
生水厂每天可提供再生水资
源15万吨。再生水资源可用于
市政道路浇洒、洗车、景观绿
化用水，也可作为景观水系及
湿地的补充水，将有效助力成
都市污水资源化利用。

成都市水务局排水管理
处处长何剑表示，目前污水治
理工作已经进入攻坚阶段，现
在面临的问题都是一些“硬骨
头”。成都市水务局今年已启
动151个项目，总投资达到300
亿元以上，目前已经有9个项
目完工，其余项目也已经在建
设中，预计年内全市将新增60
万吨/天的污水处理能力。

何剑重点提到地埋式污
水处理厂，“将噪音和臭气隔
离在地下处理，地面修公园或
是绿地”，让传统污水处理厂
变成一个环境友好型设施，同
时保障了城市排水系统的有
效运行。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 林聪 实习生 胥婷

7月9日，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记者从四川省文旅厅获
悉，2022四川省文化和旅游消
费季已正式启动，全省将发放
文旅消费券2.27亿元。其中绵
阳市发放“乐游绵州”文旅消
费券1000万元，成都市发放文
旅消费券4500万元，涵盖酒店
民宿、景区景点、影院剧院等
核心文旅业态。

与此同时，以本次文旅消
费季为势，四川还将打造音乐
消费新场景，推出一系列演出
计划，7月至9月将开展万人以
上音乐节6场，其他各类规模
音乐演出活动270余场，Live
House现场演出141场。面向
公众提供约1000万的惠民优
惠，全面促进音乐消费市场蓬
勃发展。

八大主题项系列活动

记者了解到，此次文化和
旅游消费季以“安逸四川·欢
乐盛夏”为主题，全省21个市
（州）“一盘棋”启动，包含绵阳
主会场，成都、泸州、南充、宜
宾、乐山 5个分会场和15个市
（州），将推出“学游巴蜀”“乡
景乡韵”“不夜四川”“乐动天
府”“潮游四川”“艺动四川”

“云游四川”“惠游天府”八大
主题270余项系列活动。

消费季期间，四川近百家
金融机构出资2亿元文旅消费
权益资金，30万余家文旅企业
推出景区、文艺、出行、购物、
住宿、美食等“十大消费权
益”，其中，四川银行联动30余
家文旅企业，近2万家商户共
同发行“安逸熊猫·文旅一卡
通”主题卡；四川银联联合工
商银行共同出资 720万元，推
出“专蜀好券”“62折游景区”
等系列活动。

7月至9月将开6场音乐节

夜间经济的新“夜”态让
游客留得下来、玩得尽兴、住
得安逸。近年来，四川省持续
实施“夜间消费创新行动”，打
造夜游、夜食、夜秀、夜展、夜
集等丰富的夜间消费新场景，
持续提升成都“夜游锦江”、乐
山“夜游三江”、自贡“夜游釜
溪”、南充“夜游嘉陵江”等夜
游品牌影响力。

以 本 次 文 旅 消 费 季 为
势，四川还将打造音乐消费
新场景，推出一系列演出计
划，让世界听见沸腾的四川
音乐新“声”。2022年7月至9
月，将开展“草莓音乐节”“鲸
音音乐嘉年华”“星巢秘境音
乐节”等万人以上音乐节6
场，其他各类规模音乐演出
活动270余场，Live House现
场演出141场；《金沙江上那
座城》等各类音乐剧、话剧、
舞台剧290余场，以及“德云
社相声专场”等各类相声、脱
口秀、音乐会70余场。此外，
还将持续推出一批具有地域
特色的优秀原创音乐，加大
做强“音你而来”原创音乐品
牌影响力。

此外，一批惠民演出活动
也即将解锁。四川音乐产业协
会联动省内各大音乐园区以
及四川大剧院、东郊记忆、成
都城市音乐厅、南充大剧院等
音乐场馆，部分音乐平台以及
300多家会员单位共同推出夏
季“一元抢票-惠民演出活
动”，同时还将以低价抢票、免
费公演、学生半价等多种形
式，面向公众提供约1000万的
惠民优惠，全面促进音乐消费
市场蓬勃发展。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彦琴

这款新冠特效药接近1万元的价格对
很多低收入家庭来说是沉重的负担。不过，
好消息是患者可以走医保结算。

自今年3月22日起，多个省市医保局陆
续将安巴韦单抗和罗米司韦单抗联合疗法
纳入本地医保基金支付范围。与此形成对
比，全球另一款已获批上市的中和抗体
——阿斯利康Evusheld（恩适得）本月也通
过相关政策在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
先行区使用，适应症为新冠暴露前的预防，
一次性注射两针价格为13300元，尚不能使
用医保结算。

产能方面，腾盛博药方面表示，会根据
国内和国外市场的需求来制定生产计划，
已与全球生物制药合同开发生产（CDMO）
龙头企业药明生物达成合作，可以根据全
球及国内的防疫需求来匹配产能。

这款新药已在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率
先使用。同时，腾盛博药在全国委托了华润
医药、国药控股、上海医药三大经销商。“他
们有能力覆盖到全国任何一个地方，一旦
哪里有需求，可以迅速进行配送，覆盖不是
问题。”罗永庆表示。

新华社北京7月9日
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9
日就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
逝世向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致唁电。

习近平代表中国政府
和 中 国 人 民 并 以 个 人 名
义，对安倍晋三前首相突
遭不幸辞世表示深切的哀
悼，向安倍晋三前首相亲

属表示慰问。
习近平指出，安倍晋三

前首相在任期间为推动中
日关系改善进行了努力，作
出了有益贡献。紧转02版

新华社北京7月9日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7月8日给中国国家博物馆的
老专家回信，在国博创建110周年之
际，向国博全体同志致以热烈祝贺和
诚挚问候。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我曾多次到
国家博物馆参观，留下了深刻印象。得

知国博在收藏、研究、展示、对外交流等
方面取得了新的进步，我感到很欣慰。

习近平强调，博物馆是保护和传
承人类文明的重要场所，文博工作者
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希望同志们坚
持正确政治方向，坚定文化自信，深
化学术研究，创新展览展示，推动文
物活化利用，推进文明交流互鉴，守

护好、传承好、展示好中华文明优秀
成果，为发展文博事业、为建设社会
主义文化强国不断作出新贡献。

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前身是1912
年7月设立的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
处。新中国成立后，在天安门广场东
侧新建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
博物馆，2003年两馆合并组建中国国

家博物馆，2012年改扩建后正式对外
开放，现有藏品140余万件。近日，国
博的10位老专家给习近平总书记写
信，介绍了国博110年来的发展历程，
汇报了国博在藏品收集、文物保护、
展览展示等方面所做的工作，表达了
国博人牢记使命为文化强国建设贡
献力量的决心。

首款国产
新冠特效药

7月6日，世卫组织总
干事谭德塞表示，已有83
个国家和地区检测到奥密
克戎变异株BA.5，73个国
家和地区检测到BA.4。目
前，BA.5已经取代BA.2成
为全球主要毒株。世卫组
织最新公布的全球新冠疫
情周报显示，全球新冠病
例数连续第四周增加，达
到自今年3月以来的最高
水平。

值得高兴的是，首个
国产新冠特效药面对不断
变异的病毒，表现出广谱
性。“7号刚刚拿到的结果
显示，安巴韦单抗/罗米司
韦单抗联合疗法对奥密克
戎变异株BA.4和BA.5展
现了很好的病毒抑制效
果。”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
院长卢洪洲介绍，实验室
假病毒研究表明，该药物
抑制90%的BA.4或BA.5病
毒所需要的抗体浓度非常
低，可以达到美国食药监
局规定的有效标准。

研发团队负责人、清
华大学医学院教授张林琦
向记者透露，大家都用筛

选“抗体对”的方式避免病
毒逃逸，但筛选“抗体对”
有讲究。两个抗体必须是
相互配合、能打出组合拳
的，例如要识别病毒的不
同位置。基于对整个病毒、
抗体相互作用过程的精细
化研究，团队最终从206个
候选抗体中筛选出能够对
病毒抑制的时间、空间上
均相互协调的“抗体对”，
找到了“最佳搭档”。

罗永庆表示，最初设
计抗体时，就已考虑到未
来可能出现的病毒突变，
所以设计的并非单个抗
体，而是是一对抗体；同
时，考虑到联合疗法的强
效性，最终确定了“安巴韦
单抗（1000毫克）+罗米司
韦单抗（1000毫克）”的剂
量，这也是目前国内外所
获批的中和抗体里面最高
的剂量。

“即使未来还有进一
步的病毒突变，我们也可
以考虑别的方法，比如继
续加大剂量来实现（联合
疗法）抗病毒的疗效。”罗
永庆说。

习近平就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逝世
向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致唁电

李克强就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逝世向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致唁电

2.27亿文旅消费券、
270余场音乐演出……

四川文旅消费季来了

成都污水治理攻坚：

预计年内将新增
60万吨/天污水处理能力

习近平给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老专家回信强调

推动文物活化利用推进文明交流互鉴
守护好传承好展示好中华文明优秀成果

上市

7月7日，腾盛博药及旗下控股
公司腾盛华创宣布，其新冠中和抗
体安巴韦单抗和罗米司韦单抗联合
疗法在中国商业化上市，首批抗体
药物已经实现商业放行。该药也是
首个获批的国产新冠中和抗体联合
疗法药物。

这款新冠特效药药效如何？治疗
成本普通家庭能否承受？7月8日，腾
盛博药总裁兼大中华区总经理罗永
庆对外披露了公司新冠中和抗体药
物的定价以及产能等具体详情。

罗永庆表示，海外同类产品一般
采取政府采购的模式，每人份在
1500-2000美元区间，腾盛博药的联
合疗法将定价在1万元人民币以内，
低于全球水平。

据悉，首批数千人份药物发往深
圳市第三人民医院。下一步将通过华
润医药、上海医药和国药控股三家经
销商，将药物分发到全国。

多省市已纳入医保

定价1万元内，先在深圳使用

对BA.5变异株也有效

据介绍，目前安巴韦单抗和罗米
司韦单抗联合疗法国内上市采用自
主定价模式。在海外，该药物的商业
模式是政府采购模式，如美国政府
采购几百万人份的规模下，每人份
的政府采购价格在1500到2000美
金。这款国产新冠特效药国内的定
价低于美国的采购价格，基本在1万
人民币以内。

腾盛博药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罗
永庆透露，在研发安巴韦单抗和罗米
司韦单抗的时候，公司前后投入了超
过两亿美金以确保研发和商业化的
顺利进行。他表示，新药的价格要综
合考虑剂量、药物经济学价值等多方
面因素。腾盛博药最初设计新冠中和
抗体时就考虑到未来可能出现病毒
的突变，因此设计了一对抗体，而非
一个抗体。

“我们目前的使用剂量是1000毫
克安巴韦单抗加1000毫克罗米司韦
单抗，总共是两千毫克，是目前国内
外所有获批的中和抗体里面最高的
剂量。”罗永庆称。

目前，疫苗、小分子药物、中和抗体药
物分别在新冠疫情应对中扮演者不同的
角色。

“中和抗体可弥补疫苗、小分子药物在
免疫脆弱人群中使用时所面对的不足。”腾
盛博药首席医学官严立表示，对于免疫脆
弱人群来说，他们有的可能并不适合接种
新冠疫苗，有的即使接种了疫苗，也因自身
的免疫反应较弱而无法产生足够的抗体，
疫苗也就无法起到预防的效果。对于这部
分人群来说，注射中和抗体可以产生“立竿
见影”的效果。

目前，腾盛博药已收到20多个省市的
需求。但药物未来的市场空间，主要还取
决于防疫政策的变化和未来疫情演变的影
响。“随着BA.5、BA.4在海外成为主导的新
冠病毒（毒株），可能也会波及到中国。我想
这会产生一个应用的需求。”罗永庆表示。

据每日经济新闻、北京日报客户端

新药为什么
定价这么贵？

特别惊喜

双抗体+大剂量
研究表明

对“最糟糕变株”有效

●这是我国首个获批的自主知识
产权新冠病毒中和抗体联合治疗药物

●可使临床进展为高风险的新冠
患者住院和死亡风险降低80%

接种疫苗后
还需特效药吗？

这款特效药
能走医保吗？

安巴韦
单抗注射液

罗米司韦
单抗注射液

据新华社电 生态环境部
有关负责人9日通报，2022年
上半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持
续改善，但臭氧浓度同比有所
上升，长三角地区、汾渭平原
空气质量同比下降。

在环境空气状况方面，今
年上半年，全国空气质量总体
改善。地级及以上城市优良天
数比例达到84.6%，同比上升
0.3个百分点；PM2.5浓度为32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5.9%。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优良天数
比例同比上升1.3个百分点，
PM2.5浓度同比下降4.1%。同
时，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臭氧
浓度为144微克/立方米，同比
上升4.3%；长三角地区、汾渭
平原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分别
下降5.4个百分点和5.1个百分
点，PM2.5浓度同比分别上升
2.9%和4.3%。

全国空气质量总体改善
PM2.5浓度同比下降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