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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首款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的原
创新药甘露特钠胶囊（GV-971，商品
名“九期一”）近日有条件获批上市，填
补了该领域全球17年无新药上市的
空白。多国科学家认为这种基于新机
理的药物将为患者带来希望，但仍需
更多证据证明其疗效。

美国《科学》杂志日前报道，美国
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神经学
教授杰弗里·卡明斯说，这一结果令
人兴奋且至关重要，GV-971 是自
2003年以来国际上第一个被批准用
于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的药物。卡明
斯曾担任药物开发商上海绿谷制药
有限公司的顾问。

美国阿尔茨海默病人协会发言人
丽贝卡·埃德尔迈尔对该药前景持谨慎
乐观的态度，她认为，人们还需要真正
了解这个药物使用后会导致哪些变化。

据中国研发团队介绍，肠道菌群
紊乱所诱发的神经炎症是阿尔茨海
默病的重要发病机制，而GV-971通
过重塑肠道菌群平衡，抑制肠道菌
群特定代谢产物的异常增多，减少
外周及中枢炎症，降低 β 淀粉样蛋
白沉积和Tau蛋白过度磷酸化，改
善认知功能障碍。

美国阿尔茨海默病人协会首席科
学官玛丽亚·卡里略说，GV-971的开
发表明治疗方案拓展到靶向蛋白以外

的领域，这是用组合疗法治疗阿尔茨海
默病和所有痴呆症“必要的第一步”。

美国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
神经学家戴维·霍尔茨曼在一篇评论
文章中说，数据进一步支持了新理
念，通过GV-971或其他疗法调节肠
道菌群可作为减缓阿尔茨海默病进
展的新策略。

英国阿尔茨海默病研究所研究部
门主任卡萝尔·劳特利奇在一份声明
中说，很高兴看到中国监管者重点推
动阿尔茨海默病的新疗法，但还需更
多证明该药安全性和有效性的证据。
中国国家药监局要求申请人上市后继
续进行药理机制方面的研究和长期安

全性、有效性研究，完善寡糖的分析方
法，按时提交有关试验数据。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耿美
玉团队9月6日在《细胞研究》杂志发表
的论文显示，GV-971在为期36周的
一项多中心、随机双盲、有安慰剂对照
的临床试验中，显示出改善阿尔茨海默
病患者认知功能的疗效。据研发团队
介绍，相对于安慰剂平行对照组，治疗
组的认知功能量表评分改善2.54分。

对此，国外专家持不同看法。加
拿大滑铁卢大学流行病学副教授马
克·奥雷穆斯认为，改善2.54分在临
床上还不算显著。卡明斯则认为，这
种认知改善是具有临床意义的，且在

目前获批药物改善范围的上限。
美国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神

经学教授乔伊·斯奈德说，该药的3期
临床试验大约有800名患者参加。据
报道，绿谷计划2020年初在美国、欧
洲和亚洲等地启动多中心全球3期临
床试验，以收集其他国家监管机构批
准所需的数据。

美国《阿尔茨海默病和痴呆症》杂
志主编扎文·哈恰图良说，GV-971没
有任何明显的副作用，如果美国药管
局采用非常规标准批准该药进入美国
市场，他一点也不会感到惊讶。

（据新华社华盛顿 11月 7日电
记者周舟）

美弹劾调查一关键证人证词公开
美国国会众议院7日又一次公开针对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弹劾调查的证词，作证者是助理国务卿帮办乔治·肯特。
肯特就美乌总统7月一次电话交谈的内容表达担忧，同时指认特朗普私人律师“谎话连篇”以致前驻乌克兰大使去职。

肯特10月15日在众议院接受主
持弹劾调查的3个委员会闭门问话，
持续数小时。上述委员会本月7日公
开他的证词。

肯特告诉委员会，特朗普希望从
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那
里听到“三个词”，即“调查”、“拜登”和

“（希拉里·）克林顿”。
特朗普与泽连斯基7月一次通话

触发众议院启动弹劾调查。调查重点
是特朗普是否下令冻结对乌克兰将近
4亿美元军事援助，以换取泽连斯基
调查民主党总统竞选人乔·拜登及其
儿子亨特。

肯特说，按照他的理解，特朗普希
望泽连斯基公开说将调查拜登父子以
及2016年民主党人邮件遭黑客窃取
一事是否关联乌克兰，以换取美方“解
冻”军事援助。

按照肯特的说法，他知道美乌总
统通话内容以后决定以备忘录形式记

录他的担忧。“我在文件中写道，我担
心（有人）试图发起充斥政治动机的调
查，那将损害法律，不论乌克兰还是美
国（的法律）。”

多家媒体报道，肯特上月在众议
院作证时交出多份文件，包括一些备
忘录。

肯特拟本月13日与美国驻乌克
兰临时代办威廉·泰勒一同出席众议
院公开听证，美国前驻乌克兰大使玛
丽·约万诺维奇拟15日出席公开听证。

作为主要证人，上述3名外交官将公
开先前在闭门听证会所作陈述。多家媒
体报道，超过12人已经在众议院作证。

众议院7日公开的证词显示，肯

特73次提到特朗普私人律师鲁迪·朱
利安尼，指认后者为抹黑约万诺维奇

“谎话连篇”，导致约万诺维奇今年5
月突然应召回国并去职。

先前公开的多份证词显示，美国
政府经由常规外交渠道和“非常规渠
道”处理乌克兰事务，“非常规渠道”由
朱利安尼主导。

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亚当·希
夫7日发表公开信，说弹劾调查将就
三方面问题寻求答案。

一是特朗普是否为了个人政治利
益向外国领导人和政府寻求帮助，包
括调查2020年总统选举潜在对手；二
是特朗普是否利用冻结援助等政府权

力向泽连斯基施压，让后者帮助他获
得政治利益；三是特朗普是否试图妨
碍国会调查或掩盖证据。

民主党掌握众议院多数席位。如
果众议院通过对特朗普的弹劾动议，
将交由参议院“审理”，以决定是否罢
免总统。只是，多家媒体报道，共和党

掌握参议院多数议席，对罢免特朗普
兴趣不大。

特朗普7日再次在社交媒体“推
特”为自己辩护，呼吁美国民众“去读
（通话）文字记录”。

众议院9月24日启动对特朗普
的弹劾调查，白宫9月25日发布特朗

普与泽连斯基的通话内容记录。民
主党人认为这一记录证实特朗普以

“利益交换”方式向他国领导人施压、
试图打压竞选对手。共和党人认定
特朗普做法并无不妥，启动弹劾调查

“错误”。
郑昊宁（据新华社专特稿）

11月7日，在越南河内，越南外交部副发言人
吴全胜在新闻发布会上就英国埃塞克斯郡集装箱
货车中发现的39名遇难者案件进行情况说明。

越南公安部7日晚间发布公告说，越南公安
部和英国执法机构确认10月23日在英国埃塞克
斯郡集装箱货车中发现的39名遇难者均为越南
人。越南公安部称，39名遇难者分别来自越南海
防市、海阳省、义安省、河静省、广平省和承天-顺
化省。 新华社/美联

越南确认英国货车惨案
39名遇难者均为越南公民

穆迪将印度主权
信用评级展望调降至“负面”

据新华社新德里11月8日电（记者赵旭）国际
评级机构穆迪7日将印度主权信用评级展望从“稳
定”下调至“负面”，理由是该国经济增速持续低于以
往水平的风险不断上升。穆迪目前给予印度的主权
信用评级为“Baa2”。由于评级展望已调至“负面”，
这意味着短期内印度主权评级不太可能上调。

三个“关键词”

三名“关键证人”

三个“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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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补阿尔茨海默病领域全球填补阿尔茨海默病领域全球1717年无新药上市空白年无新药上市空白

中国新药引发国际关注中国新药引发国际关注

11月7日，在智利康塞普西翁，示威者投掷石块。
智利总统皮涅拉7日在总统府发表电视讲

话，宣布将采取一系列措施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
民安全。10月中旬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公交系统
票价上涨引发的一系列抗议活动至今仍未平息。
暴力分子在市区道路设置路障、纵火及哄抢超市
药店，严重影响了社会秩序。 新华社/路透

智利政府将采取措施遏制暴力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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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居）巡察是实现巡视巡察向基
层、向群众身边延伸的有效途径。近日，
琼海市召开十三届市委第十二轮巡察工
作动员部署会，部署新一轮村（居）党组
织巡察工作。此次巡察共成立3个巡察
组，对嘉积镇、龙江镇、石壁镇、会山镇等
4个镇辖区的村（居）党组织开展为期30
天的巡察。

根据安排，第一巡察组对嘉积镇下
辖村（社区）党组织进行巡察，办公地点
为嘉积镇政府办公楼6楼602办公室，联
系信箱设在嘉积镇政府办公楼大门门
口；第二巡察组对龙江镇、会山镇下辖的
村（居）党组织进行巡察，办公地点为龙
江镇政府大院司法所会议室，联系信箱
分别设在龙江镇政府办公楼一楼、龙江

镇农贸市场门口、龙江镇南正村村委会
办公楼一楼、会山镇政府办公楼一楼、会
山镇加略村村委会办公楼一楼；第三巡
察组对石壁镇下辖的村（居）党组织进行
巡察，办公地点为石壁镇政府办公楼三
楼市委巡察组办公室，联系信箱设在石
壁镇政府办公楼一楼、石壁镇石壁村村
委会办公室。

巡察期间，巡察人员将始终坚持问
题导向，紧紧围绕基层党组织建设情况、
集体“三资”管理、惠农政策落实情况、村
风民风等重点内容，深入田间地头、农舍
户院，通过“以走代等”“以谈代问”“以听
代记”等方式，并采取个别谈话、受理群
众来电来访、走访调研、调阅资料等形
式，深挖细查问题线索。

据介绍，自今年启动村（居）党组织
巡察以来，琼海市按照“党组织建立到哪
里，巡察就跟进到哪里”的要求，全面开
展对村（居）党组织巡察工作，将监督延
伸至“神经末梢”。

而对村（居）党组织开展巡察，既要
保证巡察的基本要素，也要结合村（居）
党组织的特点和实际。对此，琼海市针
对村（居）党组织直接面对和服务群众的
特点，巡察机构认真贯彻落实党的群众
路线，坚持“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
么，就重点监督什么、整改什么”的原则，
开展对村（居）党组织巡察工作。

据统计，目前，琼海已完成3轮村
（居）党组织巡察工作，发现问题1090
个，推动立行立改89个，移交问题线索

20个，此轮巡察工作结束后，琼海市214
个村（居）党组织将实现巡察全覆盖。

据介绍，自村（居）党组织巡察工作
开展以来，琼海市各级党组织进一步
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有效惩
治群众身边的腐败和作风问题，解决
了一批群众反映强烈、影响党群干群
关系的问题，实实在在增强了基层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琼海市委巡察办主任梁振壮说，民
心是最大的政治，巡察工作必须盯紧
群众关心的难点、痛点和焦点问题，精
准发现问题，及时提出整改建议，并督
促立行立改，以实实在在的巡察成效
取信于民。

（撰文/易修呈 谭云丽 丁丁）

将监督延伸至“神经末梢”
琼海市开展村（居）党组织巡察工作，紧盯群众关心的难点、痛点和焦点问题

图为琼海市巡察工作动员部署暨进驻会现场。 杨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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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国家高新区在沈阳举办2019年第四场靶向（医药人才）招聘会

把握企业需求精度 提高引才引智准度

应聘者向海南通用康力制
药有限公司了解岗位需求。

人才是海南自贸区（港）建设的创新
之源，是推动企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支
撑点。为落实海南省委关于《百万人才
进海南（2018-2025）行动计划》的部署，
为海南自贸区（港）建设引进一批优秀的
医药人才，11月8日，海口国家高新区联
合海南省医药协会，依托辽宁省现代制
药产业校企联盟暨沈阳药科大学2020
届毕业生双向选择大会的平台，在沈阳
药科大学举办了2019年高新区第四场
靶向（医药人才）招聘会。据悉，当日的
招聘会上各企业共收到115份简历，初
步达成招聘意向45人。

作为海口国家高新区的支柱产业，
本次招聘会重点为医药产业“招贤纳
才”。海口国家高新区共组织了齐鲁制
药、皇隆制药、双成药业、澳美制药、碧凯

药业、通用康力制药、绿活养老管理有限
公司、中和药业、普利制药、海药、上海儿
童营养中心有限公司等11家医药企业
参加。企业招聘的岗位覆盖了研发、生
产、质量等层面，职级包含专员、主管经
理、总监等各个级别共200余个岗位。
现场吸引了沈阳药科大学药学、制药工
程学、生命科学与生物制药学等专业的
1000余名应届毕业生前来应聘。

“人才引进重在精准，只有准确把握
企业需求的精度才能提高引才引智的准
度。”海口国家高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此次靶向招聘会旨在搭建企业和人才之
间多样务实、高效便捷的交互桥梁，满足
企业和求职者的双向需求，为企业节省
招聘成本的同时，促进企业引进和培育
医药行业紧缺型人才，充分发挥专业人

才在创新发展中的引领作用，深入打造
高新区靶向招聘品牌。

下一步，海口国家高新区将继续实
施“靶向引才计划”，以园区企业人才需
求为导向，精准引进一批产业人才，并进
一步完善平台载体建设，依托企业、院
校、科研院所、第三方人力资源机构，建
设各类人才平台。同时深化“园区人才
能力提升”工程，加强园区各类人才培训
力度，提升现有人才素质和能力；深化国
际离岸创新创业基地建设，吸引和集聚
海外高端人才入园创业。并进一步推动
人才“安居工程”建设，解决人才的后顾
之忧；实施人才激励计划，继续开展园区
技能人才评选活动、技能人才大赛、奖励
创新人才等活动。

策划/曹组 文/曹组 何倩 秋季校园招聘会吸引众多应聘者。 （海口国家高新区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