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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海澱「兩區」建設一周年 67個重大專案集中簽約
【本報訊】北京市海淀區迎來「兩區」建設一周
年，8月24日海淀區發布了「兩區」建設一年來的各項
工作進展與成果。
據了解，北京市海淀區充分發揮科技人才優勢，
深化科技開放，擴大國際科技合作，助力企業成長，
在「兩區」建設中帶好頭、樹標杆。一年來，7批次
67個重大項目集中簽約，多元創新主體合力加快「兩
區」建設，18項數字新基建項目穩步推進，「兩區」
建設科技創新動能強勁。2021年1-7月，海淀區實際利
用外資40.94億美元，全市佔比39.63%。實現外貿出口
額720.5億元人民幣，佔全市的比重為24.6%。實際利
用外資、外貿出口額，均居北京市首位。自貿試驗區
海淀組團新增工商註冊企業數1206家。
2021年初 ，海淀區正式印發了 《海淀區 「兩
區」建設工作方案》和《中國（北京）自由貿易試驗
區科技創新片區海淀組團實施方案》，進一步加強
「政策、空間、項目」清單管理，高標準推進政策項
目落地見效。「兩區」建設啟動以來，在全市「兩
區」建設251項制度創新任務中，海淀組團牽頭統籌數
字貿易港建設任務，84項重點任務（其中對標市級任
務68項），已施行「海英計劃（升級版）」支持政
策、建立知識產權協同保護體系、建設離岸創新中
心、落實技術轉讓所得稅優惠政策等66項任務深入實
施，占比78.5%。
推出數十項改革創新舉措 制度創新不斷深化
北京市海淀區的科技創新片區疊加了國家服務業
擴大開放綜合示範區、自由貿易試驗區、中關村國家
自主創新示範區等多種政策。一年來，在科技創新、
服務業開放、數字經濟、區域協同以及發揮科技人才
優勢等方面，大膽闖大膽試，制度創新不斷深化。以
制度創新為核心，不斷推出改革創新舉措，創新實踐
案例，如知識產權糾紛「源頭回溯」溯源治理機制、
便利民營企業和小微企業融資的「續貸中心」和「確
權融資中心」運作模式、京津冀聯動的全球化協同創
新服務模式、政務服務全場景區塊鏈技術創新應用等。
高質量推進中關村綜保區申報，研究擬定具體創
新舉措。深入了解企業訴求，精準定位提供政策支
持；研究擬定具體創新舉措，依託「集成電路設計產
業保稅監管業務試點」及「全產業鏈保稅改革試點」
等政策創新，提出自主創新舉措的可行性方案。
積極推進法定數字貨幣試驗區建設，超5000家商
戶可以受理數字人民幣。在政策創新方面，推出海淀
組團金融領域支持政策。落地首批境外機構人民幣與
外匯衍生產品業務，便利境外機構管理跨境資金匯率
風險。持續釋放外匯管理政策改革紅利，賦予中關村
科創企業更多的跨境金融選擇權。自試點政策實施以
來，企業辦理便利化外債超50億美元，每年節約財務
成本超13億；企業辦理一次性外債登記近100億美元，
資金效率提升20%以上。在專業服務機構方面，設立一
批自貿試驗區專業服務機構。落地北京市首家以「北
京自貿試驗區」冠名的銀行機構。在數字經濟領域，
搭建數字人民幣受理環境，超1200個市場主體具備數
字人民幣收款功能。

科技體制改革先行先試，企業享稅收優惠新政減
免4.28億元。在科技體制改革先行示範區方面，技術轉
讓所得稅優惠政策落地，共16戶企業享受稅收優惠新
政。新政享受戶數、優惠金額均居全市首位。形成全市
首家享受新政的案例。
打造全球創業投資中心，基礎設施、協同創新中
心落地布局。推進離岸創新創業中心建設，建立ANSO國
際城市協同創新中心；巢生北京創新旗艦實驗室啟動試
運營。外匯政策和外債便利化試點政策落地，每年節約
利息等財務成本超8億元人民幣；企業辦理一次性外債
登記近100億美元，資金使用效率提升20%以上。
「人才E+」工作站啟用，聚焦海內外高層次人才
服務。工作站整合政府和專業機構的優勢資源，為片區
內的高層次人才、企業及創新創業團隊提供「央地」人
才對接交流、人才招聘需求對接、人才政策諮詢、人才
發展專業賦能等服務。持續激發人才創新活力，營造國
際一流的人才發展環境，全面發揮人才對「兩區」建設
的重要支撐作用。
67個重大項目集中簽約 18項數字新基建項目穩
步推進
「兩區」建設科技創新動能強勁
北京市海淀區圍繞構建現代高精尖產業體系，推
動高質量發展，緊抓產業鏈關鍵環節，進一步發揮空間
資源對產業發展的支撐作用，加快推動重大項目落地。
一年來，先後舉辦7批次「兩區」建設重大項目簽約儀
式，累計簽約重大項目67個。通過簽約項目，海淀區
進一步優化了區域產業空間布局，強化金融對科技創新
的支撐作用，推動產業鏈、創新鏈、價值鏈耦合延伸，
不斷完善現代高精尖產業發展生態，形成了多元創新主
體合力加快「兩區」建設的新局面。
小米、字節跳動、美團、快手、愛奇藝等行業龍

頭企業不斷加大在海淀區業務布局，擴大合作領域，強
化在京主體地位。擬未科技、克諾爾軌道交通等外資項
目陸續落地，進一步提升海淀區「兩區」建設國際化水
平，增強數字經濟國際競爭力。紅棉小冰、奇岱松、阿
波羅智能技術、榮耀終端、聯影醫療等高精尖企業陸續
落地，進一步鞏固和強化海淀區大信息、大健康等產業
優勢。奇績創壇、巢生源科、國際氫能中心、醫療機械

人產業創新中心CDMO平台等創新創業平台將進一步聚
集前沿技術領域人才、資本、產業資源，持續優化海
淀「創新雨林」生態。中國電建集團、中國融通科學
研究院、中資網安等骨幹央企及新業務板塊落地，進
一步激發駐區央企創新活力，加強央地創新協同，開
拓「兩區」建設新增長極。
18項數字新基建項目穩步推進，「兩區」建設科
技創新動能強勁。新基建是北京市加快培育壯大新業
態 、新模式 ，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組成部
分 ，也 是 「兩 區 」建 設 科 技 創 新 的 重 要 任 務 之
一。為深入推動數字新基建項目建設，中關村科學城
管委會成立新基建專項工作組，着力推進18項新基建
項目。在新型網絡基礎設施方面，加快推進5G基站建
設，全區已完成5G基站建設3160個。在數據智能基礎
設施方面，支持智源研究院建設智源計算與訓練平
台，研製智能算力雲平台、大規模預訓練模型系統及
高精度生物智能模擬設施 ，超前布局通用智能發
展；支持微芯研究院及騰訊開展區塊鏈新型基礎設施
建設，推動區塊鏈底層開源平台、專用芯片、硬件等
研發 ，打造自主可控 、軟硬結合的長安鏈技術體
系。在科創平台基礎設施方面，持續推進北京量子信
息科學研究院等新型研發機構建設，打造前沿科學研
究平台。
下一步，海淀區將持續高水平高標準抓好「兩
區」建設，深入推進高水平制度型開放，對標最高標
準、最高水平，進一步完善政策體系，推動更多先行
先試政策和有突破性、影響力、引領性的項目落地，
積極打造對外開放的「海淀樣板」，着力營造國際一
流的創新生態。

2021亞歐商品貿易博覽會揭幕 首次線上舉辦
【本報訊】以「構建絲路商貿平台助推經濟
合作共贏」為主題的2021線上（中國）亞歐商品
貿易博覽會8月24日下午舉行開幕式，8月25日開
啟線上洽談交易。來自19個國家及國際組織、
31個省區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及香港特別行政
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台灣地區的1000多家企業
與會，挖掘市場潛力、共享發展機遇。
作為中國—亞歐商品貿易博覽會的姊妹展，
商博會每兩年舉辦一次，已成為國際採購、投資
促進、人文交流、開放合作的平台。今年，在常
態化疫情防控背景下，2021商博會首次採取線上
辦展的形式，打造了主辦方、參展商、採購商等
多方聯動的展覽展示平台，提供雲上展廳、網上
洽談、線上交易等特色功能。
據悉，2021商博會線上展廳設置了4大展區9

個題材，涵蓋文化旅遊產業、紡織品服裝、農產品
食品、綠色建築建材、產業機械等領域。8月25日
至8月29日，本屆商博會設立12個直播間免費為
650家企業分時段直播。會期結束後，2021商博會
線上平台將為參展企業提供持續一年的在線展覽展
示服務，參展企業仍可通過在線平台進行展示和交
易。同時，平台將長期為參展企業提供數字化服
務，建設永不落幕的在線展會平台。
本屆商博會還將舉辦10場線下活動，包括舉
辦加快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建設推介會暨重
點項目簽約儀式、中國新疆-RCEP成員國經貿合作
雲對接會、2021年中國新疆與中亞國家新能源合作
線上國際論壇等，更好發揮商博會對外開放平台作
用，服務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
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圖：8月23日，湖南省張
家界市武陵源區醫務人員為接
種者打新冠疫苗。\中通社

平潭擬建海上機場 距台125公里

●圖：跨海而建的福建平潭海峽公鐵大橋。\中新社

【本報訊】據央視新聞報道：福建平潭綜合
實驗區管委會近日透露，平潭計劃投資 30億元
（人民幣，下同）擬選址澳前大沙嶼和小沙嶼，通
過填海造陸，建設一個海上機場。
據福建省交通運輸廳、省發改委日前出台的
《福建省交通強國先行區建設實施方案》，福建將
建設「雙一流、通全球」港口群和機場群，平潭、
廈門、泉州、寧德、武夷山、龍岩、漳州將規劃建
設新機場。其中平潭作為祖國大陸距離台灣島最近
的地方，與新竹相距只有68海里（約125公里）。
將推空中飛行觀光路線
平潭綜合實驗區管委會相關人士介紹，當前
平潭正全力推進「一島兩窗三區」（一島即國際
旅遊島，兩窗即閩台合作的窗口、國家對外開放
的窗口，三區即新興產業區、高端服務區、宜居生

活區）建設，迫切需要規劃一個新機場。
據悉，按照初步規劃，平潭機場計劃投
資30億元，建設範圍東至澳前東海岸，西至平
潭島環島東路。擬選址澳前大沙嶼和小沙嶼，這
個區域大部分是海洋，預計未來建設要填海造
陸，相當於在海上建設。這個機場定位為福州都
市區二機場、對台機場、通用航空基地，重點發
展對台客運直航，通用航空服務，閩台航空快件
物流等功能。
此外，平潭機場還計劃結合「通用航空＋
旅遊觀光」模式，推出一批空中遊覽飛行觀光
路線，促進通用航空業與旅遊業融合發展。
也就是說，平潭機場建成後，不僅能滿
足出行，還能空中飛行賞景。

鍾南山：中國疫苗接種年底可達80% 實現群體免疫
【本報訊】據《北京日報》報道，中國要達到怎樣
的疫苗接種水平才能實現「群體免疫」？中國工程院院
士鍾南山20日在第五屆中國—阿拉伯國家博覽會大健康
產業論壇暨第三屆「互聯網+醫療健康」應用大會上發
表視頻演講時表示，這與疫苗的有效率相關，還要看病
毒的傳播系數。「中國疫苗的有效率大概是70%左右，
那麼中國需要全部人口的80%以上接種疫苗，才能夠建
立一個有效的群體免疫。現在，中國的疫苗接種率大概
到今年年底可以達到80%以上。」
國產疫苗對重患保護率100%
關於當前受到關注的德爾塔毒株問題，鍾南山介
紹，目前的實驗室研究表明，科興等國產疫苗對德爾
塔毒株的防護效果有所下降，但仍然「很有效」。不
久前的廣州疫情中，共有153人感染德爾塔毒株。鍾南
特邀高級顧問：劉德基 辛旗

山介紹，通過對接種國產疫苗患者與未接種患者的對
比，發現國產滅活疫苗對德爾塔毒株有保護作用，總體
保護率接近60%，對中度症狀保護率為70%，對重症病
人的保護率則達到了100%。這項研究近幾天剛剛在期刊
《 新 發 微 生 物 與 感 染 》 （ Emerging Microbes
Infections）上發表。
輝瑞疫苗半年後保護率降至39%
接種疫苗多久之後，免疫功能會出現下降？鍾南
山分別列舉了以色列和美國的相關資料。以色列是全球
疫苗接種率最高的國家，病例一度急劇減少。接種初
期，以色列使用的輝瑞疫苗保護率達95%，但在半年之
後，保護率降到了39%。鍾南山指出，這說明mRNA疫苗
的有效率能夠維持半年時間。
美國的確診病例數在8月也出現反彈。鍾南山認為，

顧問委員：楊漢生 李小武 胡偉明 王凡夫

可以估計，疫苗的保護率通常是在接種半年之後就下降
了。
加強針助抗體水平增10多倍
「滅活疫苗或mRNA疫苗，接種之後半年，免疫功能
都有明顯的下降。各國都在探討如何強化疫苗的免疫作
用。接種滅活疫苗和mRNA疫苗的國家都在試驗接種兩劑
後6個月再加打一劑的效果。」鍾南山說。
根據國內最新研究資料，接種第二劑疫苗後6個月
再接種一劑，抗體水平有明顯增加，增幅達到10多倍，
且接種後再過6個月還維持在比較高的水平。「看起來
這是一個很有希望的加強免疫的辦法。」鍾南山介紹，
目前國外接種mRNA疫苗後強化免疫水平的數據尚未統
計，國內接種加強針在真實世界的保護效果也有待進一
步證明。

對外聯絡部主任：朱峰 周雲龍 陳輝 劉立

最新研究
國產疫苗對Delta株保護率59%
【本報訊】 綜合中通社、中新社報
道：《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周報（英
文）》在線日前刊登了廣東省疾控中心一項
對新冠病毒Delta變異毒株滅活疫苗有效性
的研究。結果顯示，接種兩劑中國產新冠滅
活疫苗後對Delta毒株提供了良好的保護，
這一結果與針對原新冠毒株的滅活疫苗
Ⅲ期臨床試驗結果一致。該研究是全球首
個針對Delta變異毒株於滅活疫苗有效性的
研究。
另外，廣東省南山醫藥創新研究院
23日稱，廣州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聯合中國
工程院院士鍾南山團隊以及中山大學公共衞
生學院張定梅副教授團隊，以廣州市今年
5月至6月新冠疫情中的病例及密切接觸者
為研究對象，通過檢測─陰性設計的病例
對照研究，估算出中國國產新冠病毒疫苗
應對Delta變異株的保護效果。
上述研究顯示出兩種中國國產滅活疫
苗的總體保護率達59%，對於預防中度新冠
肺炎的保護效果可達到70.2%，對重症的保
護效果達100%（因重症樣本量較小，此結果
會高估重症的保護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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