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时事
2020.03.26 星期四 主编：
彭臻玉（电话：
18673167043）版式：
陈文旭

3 月 23 日，
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指出，
以
武汉市为主战场的全国本土疫情传播已基本阻断。同天，国务院新闻
办公室在湖北武汉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中医药防治新冠肺炎的重
要作用及有效药物。
（摘编自《北京青年报》
《科技日报》
）

临床显示中医药总有效率超 90%
感颗粒为例，在 102 例对照研 通过相互配合，击败“病毒”这
究中，用金花清感颗粒治疗新 个对手。
“保存自己，
消灭敌人，
冠轻型、普通型的患者和对照 这就是中医组方的特点。
”
组相比，转重症的病例下降了
黄璐琦说，化湿败毒方由
三分之二。退热时间缩短 1.5 十四味中药构成，它们瞄准病
天，
反映免疫功能的白细胞、
中 毒的作用机理，分别在“前场”
性粒细胞计数和淋巴细胞计 “中场”
“后场”
发挥着不同的作
数也有显著改善。
用。在化湿败毒方的使用中，
“这些结果表明金花清感 金银潭医院临床对照入组 75
颗粒具有确切疗效，除了可以 例重症患者，
CT 诊断的肺部炎
改善临床症状，它对免疫学指 症以及临床症状的改善非常
了中医药，其中湖北有 61449
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 标也有改善，所以这个药是我 明显，临床转阴时间和住院时
人使用了中医药。中医药总 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介绍说， 们治疗新冠的有效药物，在临 间平均缩短 3 天；在东西湖方
有效率达到了 90%以上，中医 在方舱医院采取了中药为主 床上普遍使用。”张伯礼说，莲 舱医院随机观察轻型、普通型
药能有效缓解症状，能减少轻 的综合治疗，除了给汤剂和口 花清瘟胶囊主要的功效也是 894 例，其中使用化湿败毒方
型、
普通型向重型发展，
能促进 服的中成药以外，
还有按摩、
刮 清温解毒，
宣肺泄热。他表示， 一共 452 例，最后证明该方有
恢复期人群肌体康复。
”
痧、贴敷等综合治疗。
“我们的 目前中国已向意大利援助 10 效。对服用化湿败毒方颗粒
余艳红说，此次新冠肺炎 方舱 564 个患者，没有一例转 万盒莲花清瘟胶囊，后续可能 患者的肝肾功能进行跟踪检
疫情，
在早期没有特效药、
没有 为重症。我们取得这些经验 再追加 10 万盒。
测，未发现与药物相关的不良
疫苗的情况下，总结中医药治 以后，
向别的方舱推广了，
一共
反应。
疗病毒性传染病规律和经验， 有十几个方舱，一万多名患者 化湿败毒方获药物临床试验批件
据报道，化湿败毒方已于
深入发掘古代经典名方，结合 普遍使用了这个中药。
”
在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 3 月 18 日正式获得国家药监
临床实践，形成了中医药治疗
他表示，各个方舱的转重 中医科学院院长黄璐琦看来， 局临床试验批件，这也是我国
新冠肺炎的诊疗方案和中西 率基本是 2%—5%，建方舱， 运用中医药阻击新冠病毒就 首个治疗新冠肺炎的中药临
医结合的“中国方案”，筛选出 采用中医综合治疗，显著降低 像一场足球赛，
人体是球场，
中 床批件。获得临床批件的意
金花清感颗粒、
莲花清瘟胶囊、 了由轻症转为重症的病例，是 药组方就是上场的球队，各味 义，在于把科研数据与临床高
血必净注射液和清肺排毒汤、 取得胜利的关键。以金花清 中药从前场、
中场和后场入手， 级别证据进行有效转化。
筛选出
“三药三方”
有效药物

化湿败毒方、宣肺败毒方等有
明显疗效的
“三药三方”
为代表
据中央指导组成员、卫生
的一批有效方药。
健康委党组成员、中医药局党
她还表示，中国中医药界
组书记余艳红介绍，在这次疫
愿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强合
情防控中，
从全国调集了 4900 作交流，
分享防疫和救治经验，
余名中医药人员驰援湖北，其 向所有需要的国家和地区提
中院士 3 名、专家数百名。中 供有效中成药、专家咨询和力
医药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这 所能及的援助。
次疫情防控的一大亮点。
“全国
确诊病例中有 74187 人使用 综合治疗降低转重症概率

全国家庭农场已超 70 万家
本报讯 农村劳动力大量进入城
镇就业的情况下，未来谁来种地？国
外大型农场、机械化作业的生产方式
固然先进，但与我国国情并不完全相
符。在地少人多的背景下，怎样才能
种好地？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了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高质
量发展规划（2020~2022 年）》
（下称
《规划》），提出多项支持政策推动家
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社会化服
务组织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
主体的发展。
据报道，近年来，随着各级政府
不断出台支持政策，加大资金投入，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培育
成效初步显现。截至 2019 年底，全
国家庭农场超过 70 万家，
依法注册的
农民合作社 220.1 万家，从事农业生
产托管的社会化服务组织数量 42 万
个。尽管如此，当前我国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和服务主体依旧存在发展不
平衡、不充分、实力不强等问题，基础
设施落后、经营规模偏小、集约化水
平不高、产业链条不完整等诸多短板
和制约依然突出。
美国原装进口氨糖
买一年送一年

此次出台的《规划》明确，
到 2022
年，各级示范家庭农场要达到 10 万
家。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何
秀荣在解读《规划》时指出，加快培
育发展家庭农场，就是要坚持农户
主体，鼓励有长期稳定务农意愿的
农户适度扩大经营规模，发展多种
类型的家庭农场。同时，把符合条
件的种养大户、专业大户纳入家庭
农场范围，一并支持服务。在此基
础上，要注意尽可能让小农户有机衔
接现代农业发展。
对于农民合作社未来的出路，南
京林业大学农村政策研究中心高强
指出，过往的经验表明，农民合作社
发展的速度和规模不是问题，关键
是如何提升规范化水平、促进良性
发展。他认为，
《规划》提出“鼓励同
业或产业密切关联的农民合作社在
自愿前提下，通过兼并、合并等方式
进行组织重构和资源整合，壮大一
批竞争力强的单体农民合作社”，这
是一大亮点，为农民合作社提升自身
实力提供了新路径。
（摘编自《每日经
济新闻》
）

补充氨糖 骨关节不慌

要想身体好,首先得骨骼壮实，
时下
美国进口氨糖产品已成为很多人的优
先选择。美国海蟹壳深海鱼复合食品
精选了多种营养素，
原料洁净，
无污染，
寡聚氨基葡萄糖含量高，
满足了人体需
求,营养兼顾，更好的补充关节营养。
这款产品从美国原装进口，资质
齐全，
包括中国海关单和入境检验检疫
证明。 为回馈新老客户，我公司与美
国厂商联合推出特卖活动。具体细则：
1.美国原装进口氨糖用 12 个月原

价 2970 元，
现价仅售 1360 元；
2.感恩回馈活动，
今天买 1 年免费
送 1 年，
平均每年仅需 680 元；
3.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品质保
证、
15 日内提供退换货活动；
4.本次回馈活动截止到4月15日。
美国进口氨糖垂询热线：
400-6400-279
深圳市斯诺贝尔康帝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海关编号：
011820161000024664 经济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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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指挥
部日前通告：从 3 月 25 日
零时起，
武汉市以外地区解
除离鄂通道管控措施；从 4
月 8 日零时起，武汉市解除
离汉离鄂通道管控措施。
有序恢复对外交通，
离鄂人
员凭湖北健康码“绿码”安
全有序流动。
（摘编自湖北
省人民政府网站）
■国际速读
东京奥运会或推迟一
年举行 3 月 24 日凌晨，国
际奥委会在召开会议后宣
布，今后 4 周将与东京奥组
委、日本政府、国际体育单
项组织、
各赞助商协商东京
奥运会是否延期，
并作出最
终决定。国际奥委会重申，
不会取消东京奥运会。此
前，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一
直强调东京奥运会如期开
幕。据报道，
东京奥组委将
在 3 月 30 日讨论包括缩小
奥运会规模或延期一年举
行等议题。加拿大奥委会
和澳大利亚奥委会则表示，
如果东京奥运会不推迟，
他
们将不派运动员参赛。
（摘
编自《新民晚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