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发疫苗的5条路线

1 灭活疫苗

2 重组蛋白疫苗

3 腺病毒载体疫苗

4 减毒流感病毒载体活疫苗

5 核酸疫苗

腺病毒载体疫苗
已进入二期临床试验

此前，军事科学院军事医
学研究院腺病毒载体疫苗已获
批开展临床试验

这是全球目前唯一进入二
期临床试验的新冠病毒疫苗

3月16日 获批启动临床试验

4月12日 开展二期临床试验

疫情发生以来，国务院联
防联控机制科研攻关组专门设
立疫苗研发专班，按照5条技术
路线共布局12项研发任务

●● ●● ●●

高招

民生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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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青莎

遇到纠纷，不想诉讼怎么办？尤其是在疫情防
控的特殊时期，有没有更高效便捷的方式？司法确
认这一招别忘了。4月9日，邢先生在郑州市管城区
人民法院通过司法确认程序，仅用20分钟就顺利解
决了自己的烦心事，而且没花一分钱。

●诉前调解+司法确认，20分钟办妥

去年11月25日，邢先生在郑州驾车沿商都路
行驶时与一轿车相撞。经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全
责。后因赔偿问题协商未果，他起诉到管城区法院。

诉讼服务中心受理后，审查认为该案可以进行
诉前调解。由于处在疫情期间，特邀调解员选择了
线上调解，经过多次沟通，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

4月9日上午，双方当事人来到法院签署调解
协议等文书，办理司法确认的相关手续。随后，卷宗
材料转交立案庭法官进行审查。当天下午，这份具
有法律效力的民事裁定书就邮寄出去了。邢先生
高兴地说：“没花钱，问题还解决得这么快，真是太方
便了。”

●什么是司法确认程序，有哪些优势

去年12月底，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最高人
民法院确定郑州、洛阳等20个城市开展民事诉讼程
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并要求在优化司法确认
程序等五个方面进行改革。

管城区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员额法官陈峥介绍，
司法确认程序是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种特别程序，
它是依据双方当事人的申请，对当事人在诉讼程序
之外达成的民事调解协议进行自愿性、合法性的审
查，并赋予其强制执行力的非讼程序。“司法确认具
有法律效力，一旦确认，当事人可据此到法院申请执
行。”

采用这种方式解决纠纷，既不收取案件受理费
又简化了程序，对当事人来说，可谓省事省力又省
钱。自3月份以来，管城区法院用这种方式已办理
了10起案件。

●适用范围是什么,确认后能撤销吗

司法确认程序优势很多，但并不是所有纠纷都
能适用。记者采访了解到，我国法律对司法确认程
序的适用范围作了如下规定：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
围的；属于收到申请的人民法院管辖的；申请司法确
认的调解协议必须是经过人民调解委员会、法院特
邀调解组织或特邀调解员组织调解达成的协议；确
认婚姻关系、亲子关系、收养关系等身份关系无效、
有效或者解除的，涉及适用其他特别程序、公示催告
程序、破产程序审理的以及调解协议内容涉及物权、
知识产权确权的，不能进行司法确认。

司法确认后当事人对于裁定书有异议能否撤
销？陈峥介绍，这种情况，当事人可以及时向法院提
出异议。法院将依法审查，异议成立或部分成立的，
作出新的裁定撤销或改变原裁定;异议不成立的，裁
定驳回。③9

新华社北京 4月 14日电 记者 14日从国务
院联防联控机制科研攻关组获悉，我国两款新冠
病毒灭活疫苗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一二期
合并的临床试验许可，相关临床试验同步启动。
这是首批获得临床研究批件的新冠病毒灭活疫
苗。

这两款新冠病毒灭活疫苗分别由国药集团
中国生物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北京科兴中维生
物技术有限公司联合有关科研机构开发而成。

疫苗对疫情防控至关重要。疫情发生以来，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科研攻关组专门设立疫苗
研发专班，按照灭活疫苗、重组蛋白疫苗、腺病毒
载体疫苗、减毒流感病毒载体活疫苗、核酸疫苗5
条技术路线共布局 12项研发任务，目前均在稳
步推进。

此前，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腺病毒载
体疫苗已获批开展临床试验。

此次获批进入临床试验的灭活疫苗，是一种
杀死病原微生物但仍保持其免疫原性的疫苗，具
有生产工艺成熟、质量标准可控、保护范围广等
优点，可用于大规模接种，并且有国际通行标准
来判断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我国的灭活疫苗有较好研究基础，甲肝灭活
疫苗、流感灭活（裂解）疫苗、手足口病灭活疫苗、
脊髓灰质炎灭活疫苗等均已广泛应用。

据了解，上述获得临床试验许可的企业具备
大规模灭活疫苗生产能力，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
规，已为紧急使用做好准备。

本报讯（记者 王平）记者4月 13日从省卫健
委获悉，我省 2020年老龄健康工作要点确定，重
点推进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建设，要求二级以上综
合性医院设置老年医学科。

根据部署，我省要大力提升老年医疗服务能
力，指导各地组建完善市县老年医院、康复医院、
护理院、安宁疗护等机构和二级以上综合性医院
设置老年医学科，构建以市县老年医疗机构为龙
头、以综合性医院老年病特色专科为支撑，以乡镇
（社区）医疗卫生机构康复科为基础的老年医疗服
务体系；依托省级老年医学中心、康复医学中心、
精神医学中心，推动老年医学学科发展，实施老年
专科医师骨干培训计划。

我省今年还将深入推进医养结合发展，完善
医养结合政策措施，提升医养结合服务能力，组织
开展医养结合服务质量提升行动，实施社区医养
结合能力提升工程，强化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有
机衔接，推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延伸至社区、家
庭，探索建立医防康养相融合的服务模式；加强医
养结合服务监管，组织开展医养结合示范县（市、
区）和示范机构创建活动，培育一批医养结合示范
基地（单位）；持续推动康养产业发展，做好智慧健
康养老试点示范、森林康养基地创建、中医药健康
旅游示范县区（基地）建设等工作。③4

省时省力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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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11日，工作人员在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新冠疫苗
生产基地质量检定部门对新型冠状病毒灭活疫苗样品
进行纯度检测。 新华社发

4月 10日在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新冠疫苗生产基地
拍摄的新型冠状病毒灭活疫苗样品。 新华社发

4月 12日，游人在中原油田新蕾公园赏花。
日前，该园数千株牡丹竞相绽放，吸引了众多市民
前来赏花游玩。⑨3 马洪山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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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为继续做好
疫情期间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搭建全

天候高校毕业生与各用人单位网上交流平
台，4月 14日，记者从河南省大中专学生就

业服务中心获悉，河南2020届高校毕业生“众
志成城 出彩中原 百校万岗”联合网络双选会

启动。活动将持续至7月31日，预计提供岗位超
过100万个。

本次联合网络双选会由省教育厅主办，
河南省大中专学生就业服务中心、河南毕业
生就业市场各分市场、省内各普通高校共同
承办，分为“职”等你来——河南省2020
届高校毕业生网上百日双选会、河南毕
业生就业市场各分市场网络双选活
动、全省各高校校园网络双选活动
三部分，通过河南省毕业生就业
信息网（http://hnbys.haedu.
gov.cn）、河南省大中专学生
就业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
（hnsbys）、各高校就业信

息网等平台同步举办。

目前活动已上线各类网络双选会
40余场，吸引了河南能源化工集团、南京
市中电熊猫、海信冰箱等省内外知名企业。

根据疫情形势，省教育厅及时暂停全省
高校现场双选会，连续开展“河南省2020年毕
业生春季网络双选月”、2020届高校毕业生全
省网络联合公益服务——分秒在线促就业春暖活
动”以及“师范类、医学卫生类、财经政法类、农林
畜牧类、城建类大中专毕业生”等专场网络双
选活动，为疫情期间毕业生求职就业及时提
供岗位信息。

近期，省教育厅还将联合省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 14
个厅局共同举办2020年高校毕业生

“新时代·新梦想”就业创业公益帮
扶行动，针对我省2020年高校毕
业生，特别是湖北籍毕业生、家
庭贫困毕业生、残疾毕业生、
少数民族毕业生、退役大学
生士兵等特殊群体，开展
专场网络双选活动。③4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4 月 14
日，记者从省教育厅获悉，2020年体

育单招和高水平统考继续延迟。
国家体育总局科教司发布的关于继

续延迟 2020年体育单招和高水平统考有
关事宜的公告宣布，根据疫情发展情况，经商

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将继续延迟 2020年普通
高等学校运动训练、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招生和
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统考。

继续延迟原定于2020年 2月 1日至 3月

15日举行的冬季项目考试；继续延迟
原定于2020年3月28日至5月10日举
行的其他项目考试；继续延迟原定于2020
年4月18日至4月19日举行的文化考试。

关于系统准考证打印等操作同步顺延，
待考试时间确定后另行通知操作时间。

上述考试将在允许的情况下组织。考试时
间确定后，国家体育总局科教司将第一时间在总
局官网、中国运动文化教育网及相关微信公众
号上发布通知。③9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备受关注的
2020 年研究生招生考试国家分数线出

炉。4月 14日，教育部公布《2020年全国硕
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考生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

基本要求》，部署复试工作。
根据安排，复试时间由各招生单位统筹考

虑当地疫情形势、应急响应级别以及复试工作
量等，按照分区分级、精准防控、错时错峰、防
止聚集的要求，综合研判自主确定。复试启
动时间原则上不早于4月 30日。各招生
单位可采取现场、网络远程、异地现场以
及委托其他高校等方式组织复试。

为确保复试工作的安全性、
公平性和科学性，各招生单位务必
做到“三严格”，严肃考风考纪：
严格复试组织管理——加强
试前试中试后监管，确保复
试公平公正；严格考生资
格审查——运用“人脸识

别”“人证识别”等技术，并通过综合比对
“报考库”“学籍学历库”“人口信息库”“考
生考试诚信档案库”的“四比对”措施，加强考
生身份审查核验；严格复试过程管理——建立
健全“随机确定考生复试次序”“随机确定导师组
组成人员”“随机抽取复试试题”的“三随机”工作
机制。

为方便考生及时准确了解各招生单位
复试办法和要求，4月 26日—30日，中国
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将组织举办“2020年
研考招生复试网上咨询”活动，届时相
关招生单位将安排专人在线解答考
生咨询。

“全国硕士生招生调剂服务系
统”将于5月20日左右开通，有调
剂意愿的考生注意及时查询招
生单位调剂工作办法、计划余
额等相关信息，按要求填报
调剂志愿。③3

研考国家线公布

复试原则上
不早于4月30日

2020年体育单招
和高水平统考继续延迟

考研

2020届高校毕业生联合网络双选会启动
100万个岗位等你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