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案征集书：
实现疫苗研发和全球生产能力的空前加快，
用以预防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

CEPI 宣布为快速研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苗提供筹资机会。本文件描述了提交的范围、要求和
流程。
这是一项滚动式提案征集，目前至少开放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 将每两周分批次快速审核申请。 如有必要，
可对本提案进行延期。
CEPI 根据申请的是非曲直并在规定的资格标准和 CEPI 总体战略目标的背景下审查和评估申请。无论融资请求
的任何阶段是否合格，CEPI 保留自行考虑和拒绝提案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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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介绍
当前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属于公共健康危机，它对人类活动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扰乱，受影响人
数超过 39 亿，约为全球人口的一半。在政府部门的指令或命令下，人们进行居家隔离以控制疫情的扩散。 在国家
和地方政府评估隔离措施的同时，人们认为只有广泛推行安全有效的疫苗再加上其他公共安全措施才能帮助大家回
归正常的生活并有助于阻止进一步的死亡率和经济破坏。
CEPI 致力于加快疫苗研发的速度并确保与之相关的生产能力和潜力能够尽快满足全球的需求。
这是 CEPI 第二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苗的提案征集书（第一版发布于 2020 年 2 月）。

2.本次提案征集书的目标和范围
本次提案征集书的目的是支持疫苗的快速研发，目标是在 12-18 个月甚至更短的时间内取得许可证/紧急授权，同
时尽快确保有足够的库存试剂来进行 2021 年广泛的全球部署。 本征集书发布的同时建立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COVID-19）工具访问（ACT）加速器（https://www.who.int/who-documents-detail/access-tocovid-19-tools-(act)-accelerator），这是一项公私合作的项目，旨在加速研发过程以及全球对诊断、疗法和
疫苗的访问。
CEPI 发布此提案征集书的核心目标是，通过有能力大规模快速递送的机构加速研发安全有效的疫苗，以及确保疫
苗试剂的供应能够在疫情期间满足全球公共安全的需求。
我们鼓励所有跨国企业（MNCs）、发展中国家疫苗生产商网络旗下的企业（DCVMN）以及其他有能力或潜力大
规模生产的疫苗/生物研发机构申请。
我们将根据特定的标准对申请进行评估以衡量其成功的概率、研发和取得许可证计划的实际速度以及在与疫情相关
的时间框架内大规模生产的潜力和能力。 CEPI 乐意接受并支持新技术，但是对提案的评价主要取决于其通过研发
而快速进展、确保取得许可证以及实现大规模生产的能力。 申请者可以申请对其研发计划的完全资金支持或部分
资金支持。
此征集书可能会引起那些已经取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目标指示或区域疫苗候选资格且目前正在寻求
额外支持的机构的兴趣，基于上述原则，以协助全球研发计划的扩张、支持大型临床试验和/或拓宽生产的地理足
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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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申请人资格标准
通过这一滚动征集书获得资金的机会在全球范围内开放，面向所有类型的组织：盈利性公司；非盈利组织；国际机
构和基金会；R&D 合资企业；政府研究组织以及其他疫苗研发机构。
申请人必须是独立的法人实体或由法人实体组成的联合体。主申请人或者至少由一名成员构成的联合体必须具备人
类疫苗研发的经验以及通过研发获得疫苗候选资格的记录，最理想的状态是取得许可证并生产。
申请人应当是制造企业或拥有一家制造企业，该制造企业具有在联合体内确定的疫苗生产记录。
要有资格提交提案，申请人应当满足以下要求：
1.

有权使用已经被证明或即将被证明的疫苗技术：
a.

基于相同技术的许可产品或

b.

基于该技术的临床试验数据或

c.

如向其提供了资金支持，则在 2020 年第 4 季度前具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候选疫
苗的初步临床数据。

d.

表征良好的疫苗递送系统

e.

大规模生产的可行性。

2.

申请领先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苗候选资格

3.

提出完整的研发方案或者基于申请范围提出作为研发方案一部分的以下一个或多个元素1：
a.

进行临床试验的计划和成本。 从申请开始，就应当明确此类试验能为整体的临床研发计划（CDP）
做出怎样的贡献，从而构成取得许可证的关键试验和/或支持想要的产品标签在多个地区扩张，诸
如此类。

4.

b.

生成用于临床研究的 GMP 级材料和可比性的平行计划和成本

c.

纵向扩展和/或横向扩展计划，包括生产出适用成品的量产材料的成本和时间线

d.

支持成品理想储存要求的计划。

e.

加速取得许可证和完成市场准备的专门计划

是这样的机构：自身具备大规模生产的能力和成熟的供应链，或有能力基于现有的基础设施/足迹进行扩张，
或具备经验证的将疫苗技术转移至全球制造商网络的记录。

5.

1

可在 12-18 个月甚至更短的时间内做好市场准备。

如果申请是为了寻求为研发方案的一部分提供资金支持，申请时也应当提交完整的研发方案概述，以便 CEPI 对综合背景进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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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申请人指南和审查流程
该提案必须包括第 3 节中要求的基本证据，满足提交的时间表要求，并包含足够的信息用于审查提议的疫苗开发
计划。提案中提出的任何主张都必须有证据支持。
该提案应：
•

不超过 10 页（不包括参考资料）

•

包括高级预算（美元）加上符合 CEPI 成本指导的成本

•

用英语书写

这是一项滚动式提案征集书，目前至少开放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 从 5 月 11 日起，CEPI 将根据批次，在 2 周
内审查提交的所有申请。2 周审核期后的二至三个工作日内将为申请者发送回复。 例如，5 月 8 日接收的申请将
进入 5 月 11 日至 5 月 22 日的审查周期。 发送回复的时间则为 5 月 25 日至 5 月 27 日。 CEPI 将竭尽全力加快
审核周期，因为我们知道每一天都很宝贵。
尽管情况各异，但是 CEPI 拥有极快速签订合同协议的记录，让企业在解决需要长时间解决的细节的同时可以继续
开展工作。 换句话说，与其对加速的承诺一致，CEPI 想要非常快速地做出授标决策。
申请模板可在 CEPI 网站上获取。为了响应这一征集，各实体必须通过安全门户向 CEPI 提交申请。 请发送邮件至
cfp@cepi.net，并通过回复中提供的安全链接将您的申请上传至安全门户网站（在标题栏备注：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COVID-19）疫苗申请）。 申请书应以 pdf 格式上传。不要发送任何附加文档。我们将对申请进行加密处理，
提案中包含的个人数据将根据 CEPI 关于 www.cepi.net/terms/的隐私声明进行处理。
这是直接的提案征集书，这意味着不应提交额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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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审查标准
在适用的情况下，我们将根据以下标准对符合章节 3 下所述资格标准的提案进行评估，具体取决于所提开发方案
的全部或部分范围：

标准

1.

评估级别

1.1. 临床

科学价值与临床发展

1.2. 给药方案
1.3. 递送系统

定义

•

该技术将在多大程度上快速请求免疫反应，从而
提供保护/临床益处

•

要求的最小试剂量（≤2 剂）。

•

表征良好的递送系统。

•

确保许可证和标示值的目标

1.4. 监管

•

技术和监管成功的预估概率（PTRS）

2.

安全潜力

2.1 临床

•

疫苗平台/候选物在人类中的安全性概况

3.

开发速度

3.1. 市场准备

•

候选疫苗将在 12-18 个月甚至更短的时间内准备
好上市。

3.2. 制造策略
3.3. 基础设施

4.

4.1. 质量

技术/制造可扩展性

•

临床开发阶段的制造规模纵向和/或横向扩大风险

•

内部或通过合作伙伴关系快速发展基础设施

•

技术和方案预计能够实现快速量产的程度，即数
量足以在 2020/2021 年应付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4.2. 规划

（COVID-19），至少能够递送 2 亿原料药的等
量试剂或更多（如两剂接种方案），或 1 亿剂或

4.3. 生产速度和规模

更多（如一剂接种方案）。
4.4. 生产规模

•

质量控制以确保可比性和快速发布流程

•

FTE 资源可支持任何纵向/横向扩展计划、技术转
移以及这么做的经验。

•

如适用，愿意将技术转移到大型制造商的全球网
络中

5.

5.1. 递送

交付给患者的通道/路线

•

供应链组织

•

轻松交付技术的程度。

•

愿意加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工具
访问（ACT）加速器机制。

5.2. 供应的可持续性
5.3. 准入

6.

合作关系

6.1. 能力、经验和记录

•

配方概率以及具备适当存放条件和稳定性的陈
述。

•

伙伴关系、其计划和程序的可行程度以及递送项
目拟议活动的足够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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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关于获得疫苗的说明
包括 CEPI 在内的国际社会通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工具访问（ACT）加速器”致力于开发先期市场
或采购委托协议来确保采购资金以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苗公平的全球配置机制。 我们将要求该
提案征集书的获标者为该机制以能够使制造商可持续发展下去的公道价格供应和销售一定数量的疫苗。 这与 CEPI
的公平准入政策一致，即无论支付能力如何，要求疫苗先递送给需要结束或抑制疫情的人群。 同时，CEPI 也与国
际伙伴协作建立适当的责任和赔偿机制，因为我们意识到在供应疫苗前全面解决此类问题对开发机构至关重要。

获标者必须有权开发、使用、制造和销售本寻求资金支持提案中所提出的疫苗。CEPI 不会夺走其资金支持项目中
所产生的专利的所有权。在疫情期间，CEPI 不会寻求任何商业回报，而是只关注确保满足全球配置需求。我们与
获标者目标一致，即确保项目数据、结果和材料可被快速广泛地用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的进一步科
学研究。CEPI 将与获标者合作开发方案，以确保 CEPI 投资的疫苗取得许可证或在紧急授权的情况下准备好投入
使用，包括通往疫苗研制成功的明确道路，从而进入疫苗的生产制造和全球销售。
近期公布的 ACT 加速器是疫苗的支柱，将对全球疫苗部署的条件产生积极影响。
.

7.授标条件
提交申请之前，申请者应当注意两项授标条件。 第一，每位获标者认可 CEPI 的管辖，这可以在 CEPI 的网站上找
到。第二，任何资助都取决于签署一项授标协议，该协议规定了授标的条款和条件。
处于疫情的紧急情况以及想要尽快为项目提供资金支持的愿望，我们需要在几天或几周内快速商讨合约，因此获标
者必须能够跟上紧凑的时间线。
无法或不愿意满足这些要求的申请人不应提交申请。

8.技术和管理问题
关于此征集书的技术和行政问题，请联系 CEPI 秘书处 （cfp@cepi.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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