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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0 月 20 日电 （记者
田晓航 陈聪）记者20日从国家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总局获悉，由我国独立研发、
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性重组疫
苗产品“重组埃博拉病毒病疫苗（腺病毒
载体）”的新药注册申请19日获食药监
总局批准。这是我国首个重组埃博拉病
毒病疫苗获批注册。

据了解，此次获批的疫苗由军事医

学科学院生物工程研究所和康希诺生物
股份公司联合研发，采用了国际先进的
复制缺陷型病毒载体技术和无血清高密
度悬浮培养技术，可同时激发人体细胞
免疫和体液免疫，在保证安全性的同时
具备良好的免疫原性。

该疫苗还突破了病毒载体疫苗冻干
制剂的技术瓶颈。在此之前，全球仅有
美国和俄罗斯两个国家具有可供使用的

埃博拉病毒病疫苗。与国外的液体剂型
埃博拉疫苗相比，我国的冻干剂型埃博
拉病毒病疫苗具备更为优良的稳定性，
特别是在非洲等高温地区进行运输和使
用时优势更加突出，为我国在全球性公
共卫生事件爆发时能够有效控制疫情提
供了新的手段。

据了解，2015年2月食药监总局批
准了该疫苗临床试验申请。2017年 4

月该品种正式申报生产注册；10月 19
日，食药监总局正式批准该品种的注册
申请，同时发给新药证书和药品批准文
号。

埃博拉病毒于1976年首次被发现，
此后非洲多次报告偶发性疫情。2013
年年底，埃博拉病毒在几内亚开始蔓延，
随后扩散到周边的利比里亚、塞拉利昂
等国，导致1.1万余人死亡。

我国首个重组埃博拉病毒病疫苗获新药注册批准
可同时激发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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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团队近日在云南发现一蓝色
蘑菇新种，命名为“勐宋粉褶菌”，图为该蘑
菇照片。

▲10月20日，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一名
交警在雾霾中指挥交通。由于庆祝排灯节
燃放大量烟花爆竹，新德里遭遇严重雾霾。

雾霾笼罩新德里雾霾笼罩新德里

云南发现蓝色蘑菇

据新华社堪培拉10月20日电
（记者 徐海静）通用子公司澳大利
亚霍顿汽车公司生产的最后一辆汽
车20日在南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工
厂下线。至此，澳大利亚境内所有
汽车制造厂全部关门停产，澳大利
亚汽车制造业宣告终结。

霍顿是澳大利亚最知名的本土
汽车品牌，诞生于1856年，原本是
制造马具的工厂，1908年霍顿进军

汽车业，1931年被美国通用收购。
1963年，霍顿汽车公司在阿德莱德
北部的伊丽莎白开设汽车生产厂，后
来这里成为霍顿汽车整车组装厂。

澳元汇率居高不下，澳大利亚
生产成本高企，再加上本土市场狭
小以及国际市场竞争激烈，2010年
以来霍顿一直处于亏损状态。
2013年12月，通用宣布霍顿将于
2017年年底前停止汽车生产。

据新华社休斯敦10月19日电
（记者 高路 刘立伟）陈纳德将军
飞行学校19日在美国休斯敦北郊
揭牌。学校致力于深化中美友谊，
并向创立“飞虎队”的陈纳德将军致
意。

这所学校面向中美学生招生，
教授各类飞机的驾驶技术，并可颁
发飞机驾驶执照。陈纳德外孙女尼

尔·凯乐威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
说，陈纳德等美国士兵与中国人民
在战争时期结下深厚情谊，“我们希
望这种情谊能够在和平时期延续”。

1941年，陈纳德组建中国空军
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也就是“飞虎
队”，并开始训练中美飞行员。抗日
战争时期，“飞虎队”在中国、缅甸等
地作战，抗击日本侵略者。

陈纳德将军飞行学校在美揭牌

霍顿汽车停产
澳大利亚汽车制造业终结

▲C919 大型客机 102 架机停放在中国商飞公司
上海飞机制造有限公司总装车间内（10月18日摄）。

10 月 18 日，记者来到中国商飞公司上海飞机制
造有限公司总装车间，探秘 C919 大型客机 102 架
机。据悉，C919 大型客机102 架机已于10 月11 日完

成整机喷漆工作，目前正在进行发动机安装调试、
试飞测试系统改装和开车前的地面功能检查试验
等工作，计划近期推出总装厂房，开展外场功能试
验。

（本栏图片均由新华社发）
10月20日，在澳大利亚伊丽莎白，霍顿汽车公司前员工坐在一辆霍顿

汽车上。 新华社/路透

上月，37岁的新西兰政治新星杰辛
达·阿德恩因所率工党在议会选举中失
利，一时有成为“政坛流星”之虞。而不
到一个月，阿德恩成功逆袭，率议会第
二大党与其他小党派谈判组阁成功，从
而将成为新西兰自1856年以来最年轻
的总理，也是新西兰历史上第三位女总
理。

当地时间19日晚8时左右，杰辛达·
阿德恩一袭红衣，带着标志性的笑容，在
工党几名核心成员陪伴下走进议会大楼
内的一间会议室。

一小时前，新西兰优先党党首温斯
顿·彼得斯宣布，将与工党组成联合政
府。由于工党先前已同绿党结成竞选同
盟，至此，三党在议会全部120席中拥有
63席，占据多数。1980年出生的阿德恩
将出任总理。

而这距离她出任工党党首，也才两个
多月；距离她成为议员，不到10年。

回顾阿德恩的履历，政治一直是她的
热情所在。阿德恩出生在新西兰北岛城
市汉密尔顿，是一名警察的女儿。在怀卡
托大学读传播学专业期间，她已积极投身
政治，17岁就加入工党，成为工党青年党
中的重要成员。

阿德恩一直被认为是工党的政治新
星。2008年，28岁的阿德恩第一次参加
议会选举，成为当时议会最年轻的议员。
今年2月，阿德恩参加阿尔伯特山选区补
选，以压倒性优势获胜，并在3月成为工党
副党首。

今年8月，新西兰大选在即，而作为最
大反对党的工党支持率降到了24％，党首
安德鲁·利特尔为此黯然辞职。阿德恩临
危受命，出任新党首。

阿德恩接任党首第二天，新西兰电视
台早间节目的男主播“为难”阿德恩：“总
理任期内休产假是否会影响工作？”阿德
恩用手指着主持人愤怒反击说，什么时候
生孩子，是女性自己的选择，不应成为能
够获得工作的预设条件。这次发飙成了
阿德恩“圈粉”的起点。

几天后，她提出了新的口号：“让我们
干吧！”阿德恩表示，自己要代表新一代的
选民，解决他们迫在眉睫的问题，如上学、
买房、环境和儿童贫困等。

在新西兰，阿德恩广为人知的另一面
是业余 DJ，甚至参与过大型音乐节表
演。这些充满个性的特点显然增加了阿
德恩的“魅力值”。她的“横空出世”，不仅
改变了工党竞选海报的背景色，也改变了
选民对这一党派的看法。

阿德恩从就任党首始，仅用两个多月
就彻底改变新西兰政局，将工党从反对党
变成执政党，也让自己创造了历史。

但是阿德恩领导下的新政府在教育、
环境等议题上可能做出的较大调整，能否
获得政府内部及国内各界支持，金融市场
如何反应等还都是未知数。这位“80后”
女总理面临的挑战不小。

（据新华社惠灵顿10月20日电）

剧情大逆转

新西兰“80后”女总理横空出世
新华社记者 宿亮 田野

10月19日，在新西兰惠灵顿，新西
兰工党领导人杰辛达·阿德恩到达新闻
发布会现场。 新华社/法新

国产大飞机完成整机喷漆

据新华社北京 10 月 20 日电
（记者 白国龙）我国和法国航天合
作的首颗卫星——中法海洋卫星计
划于2018年下半年由长征运载火
箭在中国发射。卫星目前正在国家
航天局怀柔总装集成测试中心进行
总装测试。

据悉，这颗卫星可以帮助人们
预测洋面风浪，监测海洋状况，同时
还能在大气－海洋界面建模、海浪
在大气－海洋界面作用分析以及研
究浮冰与极地冰性质研究等方面发

挥作用，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海洋
动力以及气候变化。

作为中法航天合作的首颗卫
星，中法海洋卫星是2009年立项
的。在合作中，中方承担卫星平
台和部分载荷研制，以及卫星发
射、地面接收和应用等工作；法方
承担卫星部分载荷研制和数据传
输工作，同时提供两个地面接收
站；卫星测控由中法共同完成，双
方参与研制的工作人员超过100
人。

首颗中法合作的海洋卫星
将于2018年发射

➡中国人民银行20日发布的数据显示，9月末，我国人民币房地产贷款
余额31.1万亿元，同比增长22.8%，增速比上季末低1.4个百分点。

央行发布的《2017年三季度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显示，前三季
度我国人民币房地产贷款增加4.4万亿元，占同期各项贷款的39.6%。9月
末，个人住房贷款余额21.1万亿元，同比增长26.2%，增速比上季末低4.6个
百分点。

三季度我国房地产贷款增速回落

➡马来西亚航空公司20日宣布，公司首席运营官依兹哈姆·伊斯梅尔
将接替芬兰人彼得·贝柳任首席执行官（CEO）。 （据新华社）

马航宣布任命新首席执行官

快 读

31 条河流、117 座水库、947.9 公里水岸
线……

作为技术人员，綦江区水务局的郭勇每天
要步行10多公里，在河岸边进行地形测绘。他
仔细盯着测量器，专心致志记下各类数据，明确
划分河流和水库的管理范围。

精确测量、安装界桩、水文分析，綦江区认
河、巡河、护河和治河行动有了坚实法律依据。

做细做实，科学制定工作目标

“戴上河长的‘帽子’，就立下军令状，必须
把责任担起来，把每项工作做细、做实、做好。”
綦江区委主要领导要求。

区、镇、村三级河长体系在綦江建立起来
了，还纳入街镇党政经济社会发展实绩考核和
区级部门目标管理绩效考核。除了26条市级
考核的区级河流，綦江区还自加新增5条区级
河流，29位区领导当区级河长。

基本消除通惠河（城区段）黑臭水体、整治
完成新盛河（沙溪河城区段）黑臭水体，这是綦
江设定的2017年“小目标”。

到2020年底，綦江河出境水质Ш类，境内
河流、水库生态安全得到保障，实现河畅、水清、
坡绿、岸美，确保境内各河流达到水功能区水质
目标的河流长度只增不减、河道内生态基流只
增不减、河库水域面积只增不减。

“我们坚持问题导向、因地制宜、因河施策，

在全面摸排的基础上，做好方案编制工作，综合
运用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依靠法治手段，规
范河库管理的长效机制。”綦江区河长办公室负
责人说。

精准施治，强力整改排污管口

在大石支路排污涵洞口处，推土机、挖掘
机、现场指挥的工人们正在加紧作业，一派热火
朝天的景象。清淤、测量、清槽、回填……排污
口的垃圾被清理一空，原有狭窄的排水道也得
到拓宽。

綦江老城区排水管沟老旧，而且多用于排
放洪水。如今随着城区生活污水量加大，原有

的排洪管沟承担了污水排放的功能，造成雨污
混流，不但影响了城市面貌，更对綦江的水质产
生了极大的影响。

对此，綦江区水务局在大石支路排污涵洞
口安装了一体化污水提升泵站、钢筋混凝土污
水提升泵井、混凝土截流溢流堰和泵站配套控
制系统，彻底改善了排污口以往脏乱的面貌。

“我家阳台正对着河边，原来经常看到排污
口堆着垃圾，很是闹心。”住在河边的居民李德
福说，“修整后垃圾没了、异味小了，周围还砌得
规规整整，赏心悦目多了。”

綦江区在全区范围实施排污口整治工程。
目前，排查出南门观景台下排污口、下关王片区
临河住宅楼生活污水散排、急救中心旁住宅楼

生活污水散排等9个小型排污口和下北街农贸
市场排污涵洞、人民医院排污口等4处大型排
污口，累计投入750万元，陆续完成了全部13个
散排污水口的整治工作。

“我们把全面推行河长制与创建市级文明
城区、推进美丽宜居乡村、城乡环境综合整治等
工作结合起来，实现互促互进。”綦江区相关负
责人表示。

綦江将因地制宜，规划打造一批滨河景观、
休闲绿地、健身公园等公共设施，不断提升城市
形象，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城区，最终实现

“条条河流能游泳、条条河流都有鱼、条条河流
是风景”的美好愿景。

让每条河流都成为美丽风景让每条河流都成为美丽风景

贺娜

綦城半岛 摄/罗玉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