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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晓波

猪价是影响 CPI的重要因素，自 6月下旬开
始，“二师兄”身价经历了一波上涨。此轮猪肉价
格上涨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猪价下一步走势如
何？记者就此采访了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

上涨原因

7 月 20日，记者在郑州一家农贸市场看到，
五花肉每斤21元、中排每斤28元……

猪肉价格与活猪价格呈正相关联，近期猪肉
价格上涨，主要是受生猪价格上涨的影响。

“生猪供应减少，市场消费回暖是猪价上涨的
主要原因。”该负责人表示，我省生猪出栏第二季
度比第一季度减少 448万头，而随着疫情防控总
体形势向好，大部分地区生产生活已经恢复常态，
猪肉消费持续增长，拉动猪价回升。据对全省部
分猪肉摊位统计，猪肉销售量 6 月份环比增长
7.04%，同比增长3.29%。

养殖成本高位运行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受
国际粮农市场持续紧张影响，玉米每吨价格从
2000元涨到了3000元，豆粕每吨从2300元涨到
4500元，其他原料如鱼粉等上涨将近 1倍，以及
非洲猪瘟和疫情的影响，养殖成本不断增加。

建议养殖场户及时出栏

该负责人表示，按当前价格和生产成本测
算，养殖企业已进入盈利区间。但按照最近五轮

“猪周期”每轮平均 48个月的持续时间计算，这
轮“猪周期”自 2020 年 8月价格触顶后，已持续
下行近 20个月。从产业持续发展角度来看，价
格适当回归正常，维持一定时间的合理利润，有
利于生猪产业长远健康发展。

“装到篮子里才是菜。”该负责人表示，面对此
轮猪价上涨，建议养殖企业合理安排生产计划，在
生猪体重合适时及时出栏，尽快回笼现金流。

价格不具备
持续大幅上涨的动力和基础

据行业机构预测，鉴于前期基础产能已经调
减一定幅度、猪肉消费仍有回升空间等因素，加
之生猪产能调控方案的深入落实和生产监测体
系的不断完善，生猪价格不具备持续大幅上涨的
动力和基础。

“能繁母猪是生猪生产和市场供应的总开
关。”该负责人表示，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已连续
2 个月回升，6 月末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超过
4200万头，我省能繁母猪存栏 390万头，处于国
家产能调控的绿色合理区域。另外，上半年我省
规模猪场新生仔猪量同比增长 4.26%，预示着下
半年生猪上市量也将有所增长。

此外，该负责人表示，各相关部门应持续落实
好生猪产能调控方案和完善政府猪肉储备调节机
制，引导养殖场户科学安排生产，适时采取针对性
调控措施，确保生猪产能保持在合理区间。③7

□本报记者 王昺南

作为郑商所最“年轻”的期货品种，在近一年
半的时间内，花生期货已进行的多次实物交割均
较为顺利，产业上中下游对花生期货交割标准等
较为认可。这一次次的交割又为花生产业发展带
来了哪些利好？

交割是连接现货和期货的纽带。商品期货
实物交割主要分为仓单交割与非仓单交割，其中
车（船）板交割为非仓单交割的主要形式之一。
买卖双方以货物装上买方车（船）板为界，明确货
物所有权和毁损灭失风险转移界限。这种创新
的交割模式有效解决了仓单生产困难、交割仓库
库容不足等问题。

“由于花生车（船）板交割流程完善、简单易操
作、规范性强，当前已有越来越多的花生上下游企
业通过花生车（船）板交割来完成原料采购。”7月
21日，中粮山萃花生制品（威海）有限公司业务经
理关昀昀说，产业企业特别是生产型企业通过期
货实物交割可以有效规避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在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花生业务负责
人王建杰看来，通过花生期货车（船）板交割方式
来进行货物交接的一大好处，就是不用担心货物
与资金的安全问题。交割的花生严格按照花生期
货交割标准执行，质量有保障。

“随着参与期货市场降低经营风险意识的提
高，目前，包括一些花生个体经营户在内的产业企
业，都主动到开粮集团咨询花生期货车（船）板交
割流程以及如何参与交易。”王建杰说。

同时，交割规模的扩大也有效带动了花生主
产区相关产业的发展壮大。

“通过花生期货交割，我们在区域性市场树起
了花生质量标准。”关昀昀说，以中粮山萃为例，自
该库成为花生期货交割服务机构以后，当地花生
市场交易更加活跃，解决了花生品种单一问题，让
花生的供应、需求更加多元化。

开封是花生主产区，当地花生种植面积达
220万亩左右。在开粮集团成为交割服务机构之
前，开封花生市场的产业企业以传统贸易为主，缺
少有效的风险管理手段。“成为花生交割服务机构
以后，花生期货套期保值等新的经营模式很快得
到了普及，花生贸易商结束了单纯的花生现货贸
易经营历史，更愿意探讨怎样利用好期货工具把
花生贸易做大做强，经营思维变了，更意识到利用
期货工具管控风险的重要性。”王建杰说。③4

交割带动花生产业
发展走上“快车道”

猪肉价格为何上涨

阿兹夫定进入Ⅱ期临床试验后，研究团
队发现，药物的量效关系不太明显，需要进一
步研究其作用机制，看看药物在人体内的实
际分布情况。

为了尽快拿到结果，常俊标决定自主招
募受试志愿者，他自己第一个报名。

在他的带动下，学生、实验室同事、亲
戚……身边的人纷纷报名，12 个名额很快
报满。

就这样，通过科研伦理评定及全面体检
后，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临床试验中心，

12名受试者口服阿兹夫定，通过服药前后血
液中药物浓度分析结果对比，进一步得出结
论：

阿兹夫定能靶向分布于人外周血单个核
细胞（PBMCs）。

这一结论，为阿兹夫定作为长效口服抗
病毒药物提供了可靠依据，也对临床试验结
果给予了合理解释。

“为了真理献出一切。常老师是这么要
求的，我们也是这么做的。”常俊标曾经的博
士生、郑州大学药学院教师孟勇刚说。

以身试药

记者手记

□本报记者 李晓敏

一晃，跟常俊标校长认识 8年了。他的

履历、职务几经变化，但在我看来，他身上有

三样东西始终未变——对攀登科学高峰的

孜孜以求、对他人的体贴和对物质的淡泊。

8 年前，我去采访他研发的 1 类创新药

布罗佐喷钠，因时任郑州大学副校长，我便

称其“常校长”至今。

跑卫生健康线口多年，我深知研发一

款创新药有多艰难。这种难，不仅是“求

知”的难，更有“未知”的难。

没日没夜泡在实验室，闯过一个接一个难

关，到最后仍有可能得出“此路不通”的结论。

他有句话让我很心酸：一个创新药研

究历程十几年，这条路漫长又寂静，走的人

不是因为有希望才坚持，而是因为坚持才

看得到希望。

一个人一辈子有一个创新药，就足以

“傲视群雄”，常校长却继布罗佐喷钠后，凭

借阿兹夫定再次被世人瞩目。我跟他开玩

笑：您早已不是为衣食奔波的凡夫俗子，已

经进阶到为理想奋斗的“需求高层次”。

今春再次见面，他依然是多年前的模样：

穿着蓝灰色夹克，步幅不大，人群中毫不起眼。

因为疫情，不便进校，采访地点约在郑

州大学新校区东门对面一间小咖啡店里，

这个距离他家数百米的咖啡店是我们选

的，他说他是第一次来。

一见面，他硬把我们让到沙发软座上，

自己则坐对面的木凳，给我们各点了一杯

咖啡，还抢着买单。

基于多年了解，我没有十分坚持，他对

后辈是“严父+慈母”，学业上、工作上严格

到较真，生活上却非常照顾，比如，常常会

给实验室的学生点他们爱吃的外卖，还自

己动手，给新来老师修整办公室的墙。

话题自然是阿兹夫定，聊进展、聊优

势、聊前景。只要说起他的创新药，他就滔

滔不绝，镜片后的眼睛神采奕奕。

聊到半程，他的夫人祁秀香老师来了，

给我们送来两瓶阿兹夫定。两口子是大学

同班同学，相濡以沫 30 多年。有需要时，

夫人还会充当助手角色。

这时候，让我意外的事发生了，常校长

把自己喝了几口的咖啡递给祁老师，说我喝

不惯这个，你替我喝了吧，别浪费。祁老师

啥也没说，很自然就接了过去。

相守多年的夫妻，这种默契让我感叹。

坐在我对面的，可是一位仅靠一个创新药就

能卖出数千万元专利费的“人生赢家”。尽管

我早就知道常校长生活节俭，从不讲究吃穿。

一路艰难，一路向上，纯粹得近乎透

明，丰厚得足慰世人。

这就是常校长。③7

生活上，常俊标一直“追求极简”。
结婚几十年，夫妻俩一起旅游的机会共

有3次，而且都是专家人才受邀、携家属参加
的“强制性旅游”。

“旅游对他来说，无非是换个地方搞研究
罢了。”祁秀香笑着说，通常人们到景区，都是
看哪儿值得逛，常俊标却是先去找会议室，约
上一帮同行讨论课题。

吃穿上，常俊标也不讲究，甚至简单得

有些过分。有的衣服洗太多，领子袖口都搓
烂了，喊他去买，他总说没时间。祁秀香只
好拿旧衣服作比对，同一个样式一次买几
件。

即使是现在，他最常做的“快餐”，依然是
按老家做法，搅上一碗玉米面糊涂。最想吃
的，还是他80多岁的老娘亲手包的饺子。

“只有简单纯粹，才能保持研发创新的专
注和热情吧。”祁秀香理解地说。③7

一款创新药的诞生，通常要耗费十几年，
其间集纳了药物设计、药物合成、药效学实
验、安全性实验、Ⅰ—Ⅲ期临床试验等诸多环
节。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意味着研发
陷入停滞，甚至宣告失败。

阿兹夫定从基础研究到获批上市，历时
18年。常俊标由衷感慨道，这个过程“不是

因为有希望才坚持，而是因为坚持才看到希
望”。

研发过程中，有的反应耗时长，需要不
眠不休盯着。怕年轻人瞌睡多，常俊标通常
让他们盯前半夜，自己定好闹钟，接手后半
夜。

常俊标的夫人祁秀香，和他是大学同班

同学。一开始研究团队只有几个人，祁秀香
常常扮演助手角色，有需要随时顶上。

有一年除夕，祁秀香在家包好了饺子，左
等右等等不到人。最后她只能把饺子装进保
温盒，送到实验室。

为了不耽误实验进行，那个除夕夜，夫妻
俩在没有暖气的实验室里迎来了新年。

实验室里的新年

玉米面糊涂和饺子

阿兹夫定研发背后的故事

常校长的半杯咖啡

▶口服阿兹夫定后，常俊标教授抽
血查验药物在外周血中的分布。⑨6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记者 柯杨 李晓敏

我国首个抗新冠口服药阿

兹夫定片获批上市。消息一出，

万众瞩目。

潮水般的掌声，涌向阿兹夫

定发明人常俊标教授及其团

队。很多人不知道，阿兹夫定的

研发经历了怎样的“九死一生”，

背后蕴藏着多少艰辛与努力。

为新冠肺炎治疗作出中国贡献

实验室里的常俊标教授。⑨6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讯（记者 栾姗 孔学姣）一款新药带
来一条产业链。7月 25日，记者从省药监局
获悉，我国首个自主知识产权口服抗新冠药
物阿兹夫定，从研发、原料药生产、制剂生产
到销售总部等全产业链已经具备落地河南的
基本条件，此举标志着我省实施创新驱动、科
教兴省、人才强省战略取得标志性突破。

一条新药产业链的完整形成，要经过产
品研发、临床试验、生产资质审批、原料药及
辅料关联审批、产品上市审批、经营销售资质
审批等多个环节。而这一切，均建立在严格
的法律许可、科学的技术验证、严谨的体系规
范和成熟的生产工艺基础之上。

据了解，阿兹夫定片大规模上市所需的企
业生产经营资质、产品注册信息变更和数据转
移、原料药生产等关键问题全部得到解决。截

至目前，阿兹夫定片相关注册信息数据已顺利
转移到我省，企业立足河南发展壮大的基础更
加牢固。新乡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新建原料药
生产线取得生产许可，原料生产得到充分保
障。河南真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取得附条件
生产许可，已具备制剂生产资质。同时，省药
监局向真实生物发放了药品经营许可证，为企
业建设产品销售网络提供了条件。

河南省生物医药产业基础较好，在生物
育种、现代中药、新型疫苗、医用耗材等领域
具有较强竞争力，但在创新药领域发展、突破
的势头一直不够强劲。全省有300多家药品
生产企业，每年获批的药品文号在 20个左
右，其中以仿制药居多。国家药监局发布的
《2021 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1 年全
国共受理新药临床试验申请2412件、新药上

市许可申请 389件，审评通过 47个创新药，
其中，获得批准的全新化合物结构创新的 1
类新药寥寥无几，创新药上市获批的难度和
价值可想而知。

“实现医疗需求大省、中药产地大省的弯
道超车、换道领跑，河南正在稳步疾行。”省药
监局党组书记雷生云说，“阿兹夫定是河南省
首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1类创新药，为助
推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着实开了个好头。”

据了解，阿兹夫定制剂企业现已具备大
规模商业生产能力，年产能 68亿片左右，能
满足近 2亿人的治疗需求。“作为新建企业，
我们将持续做好该药品全生命周期质量管
理，以最快的速度将药物推向市场。”河南真
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EO 兼 CSO 杜锦发
说。③9

阿兹夫定片产业链落地河南
相关新闻

（上接第一版）

与同类抗新冠药物相比，阿兹夫
定有哪些特点？

答：阿兹夫定是小分子口服药物，具有给
药便利、靶点保守、药效好、易生产存储等优势。

临床试验显示，阿兹夫定可显著提高新
冠肺炎患者核酸转阴率、明显缩短转阴时间、
缩短患者住院时间，未见明显不良事件，安全
性良好。

与其他同类药物相比，阿兹夫定具有以
下特点——

一是服药剂量较小，阿兹夫定每天用量
仅为5mg。

二是药品价格较低。辉瑞公司被批准进
口的新冠口服药定价目前每盒为2300元，阿
兹夫定尚未定价，但作为我国第一款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抗新冠口服药，它的价格相对
会低不少。

阿兹夫定对新冠病毒变异株是否
有效？

答：全球科学家正加紧研发抗新冠病毒
药物，但新冠病毒的变异也在持续。特别是
去年11月以来，新冠病毒变异株奥密克戎引
发广泛关注。

在抗新冠病毒药物研发过程中，我国部
署了三条技术路线：抑制病毒复制、阻断病毒
进入细胞、调节人体免疫系统。三条路线各
有特点，采取不同策略，在新冠病毒感染人体
的不同生理环节上实施“拦阻”。

阿兹夫定走的是第一条路线，即通过抑
制病毒复制的关键酶，来阻断新冠病毒在人
体内的复制。通俗地讲，是通过制造一个“劣

质”核苷酸“欺骗”病毒，让其在自身复制时使
用这个“劣质材料”，达到阻断复制的目标，让
病毒自身建设成为“烂尾工程”。它凭借小巧
的结构与化学组成，可轻易穿透细胞膜，进而
抑制病毒复制。

此外，阿兹夫定是独特的核苷类小分子药
物设计，其结构与病毒复制过程中所需要的核
苷酸底物非常相似，作用靶点相对保守，所以
对病毒变异株仍然有效。临床试验证明，它对
包括阿尔法、贝塔、德尔塔、奥密克戎在内的新
冠病毒变异株均有很好的治疗效果。

为什么说阿兹夫定是一款治标又
治本的药物？

答：我们突破传统思路，发展了核苷类药
物设计新策略，创新性地利用病毒复制过程
中微环境RNA聚合酶特性，使药物在靶细胞

内特异性“就地”活化并原位发挥作用。通过
动物和健康人的试验发现，阿兹夫定进入体
内，在外周血中停留的时间很短，会很快进入
人体的免疫系统并可以富集在淋巴系统。

人体在正常免疫状况下，免疫系统处于
可控状态，不会伤害人体本身。人体感染新
冠病毒后的几天内，病毒大量复制，为了对抗
病毒，免疫系统会出现反应，一旦出现“免疫
风暴”，对人体伤害非常大。

阿兹夫定在免疫细胞内会迅速完成三次磷
酸化，与特异性细胞作用，发挥阻断病毒复制，清
除免疫系统里的病毒，而且对非特性细胞没有
副作用，保护了免疫系统，使免疫系统也产生了
抗病毒的作用。抑制病毒复制是“标”，免疫系统
保护相当于“本”，所以说阿兹夫定标本兼治。

此外，研究证明，阿兹夫定在CD4T细胞
内的半衰期大于 120小时，这说明药物靶向
性强且长效。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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