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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曉芳、張帥 北

京報道）中關村論壇全球科學與生命健

康論壇18日在京舉行。 科技部部長王

志剛在論壇透露，目前中國已有11款新

冠疫苗進入臨床試驗階段，其中4款進入三期臨床試驗。中國工程院院士、軍

事科學院軍事醫學研究院研究員陳薇在論壇表示，目前新冠病毒發生的D614G

突變對新冠疫苗影響較小。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科研攻關組專家組組長鍾南山

院士在論壇指出，新冠疫情在今冬明春或繼續發展。

陳薇：病毒突變對疫苗影響小
鍾南山：今冬明春疫情或續發展 王志剛：11國產疫苗進臨床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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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扶貧」成公益新模式 鄉村產品走向大舞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

道）「這是來自雲貴高原上苗嶺之巔雷
公山上的銀球茶，是我們基金會香橙媽
媽項目學員楊繼英種植加工的，可以掃
描產品二維碼進行購買，希望大家多多
關注。」在第八屆中國公益慈善項目交
流展示會上，友成基金會秘書長零慧向
香港文匯報記者介紹，這是展會現場眾
多消費類扶貧產品的典型代表。
為期三天的第八屆慈展會在深圳會展
中心開幕，本屆慈展會以「決戰脫貧攻
堅，共創美好生活」。為主題，共有來
自來自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1,966
個機構、項目以及1,969種扶貧產品申報
參展。

線上對接慈善資源
香港文匯報記者從組委會了解到，慈
展會現場達成23項重大扶貧項目、消費
扶貧產品訂單採購、產業扶貧項目對接
項目，意向對接資源132.54億元（人民
幣，下同），其中深圳對口幫扶產業扶
貧投資項目和扶貧產品採購近53.2億
元。
「互聯網+」成為扶貧的重要助力。本

屆展會探索線上線下雙推進、資源服務
全賦能的資源對接模式，着力打通慈善

資源對接的「最後一公里」。其中在線
上，大會通過慈善項目展示、扶貧項目
眾籌、扶貧產品直播、行業賦能支持等
服務，幫助扶貧項目和產品鏈接資源。
安徽銅陵的黑苦蕎麥糊、青海的雪域奶
品、甘肅的景泰小金瓜……一批來自貧
困地區的山貨在展會「好物出山」直播
帶貨行動中被主播逐一推薦，訂單源源
不斷。

通過眾籌讓農戶可持續增收
展會之外，互聯網也成為各社會組織

扶貧的重要助力。在會展中心1號館的
中國紅十字會展台，16種來自天南海北
的農產品在展台吸引不少觀眾。工作人
員介紹，這些產品是通過紅十字會的眾
籌扶貧大賽脫穎而出的產品。她介紹，
如今網絡購物已經成為現代人的一種生
活方式，「消費扶貧」也成為人人都可
以參與的公益新模式。全國紅十字系統
眾籌扶貧大賽通過發動全國各級紅十字
會「博愛家園」省級扶貧項目點、對口
扶貧點和易受損地區脫貧帶頭人帶動貧
困戶參賽等方式，通過「京東眾籌」等
電商平台銷售特色農產品，讓農戶可持
續增收，有尊嚴地脫貧。截至2019年10
月17日，大賽發動了200多萬社會公眾

眾籌，精準對接6萬貧困戶。

推動鄉村女性全面發展
友成企業扶貧基金會秘書長零慧表

示，電商扶貧也是友成帶動鄉村振興的
重要探索。「雷山縣是友成基金會開展
扶貧的主戰場，友成基金會對接多方資
源，為當地農戶開展社交電商專項課
程、短視頻內容生產、手機拍攝技巧等
培訓，目前共培訓了近百名學員，培訓
後學員短視頻最高瀏覽量得到了200多
萬。」
此外，友成基金還聚焦鄉村女性的生

存狀況，2015年開始探索鄉村女性電商
扶貧技能培訓項目，先後發起「讓媽媽
回家創業」、「鄉村女性賦能計劃」，
在全國8個省 76個縣培訓了14,000餘
人，實現了63%以上的就創業率，人均
月增收500元至3,000元不等。她介紹，
基於這些經驗，友成基金又繼續聯合社
會各界推出「香橙媽媽大學」鄉村女性
創業賦能項目，推動鄉村女性的全面發
展。是次展覽，基金會帶來兩款茶葉，
均為這個項目的學員種植加工而成。其
中雷山銀球茶還納入了國家一些部委消
費扶貧項目的採購。

香港中大深圳醫院簽約建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

道）深港醫療合作再傳新動向。9月18
日，深圳市政府舉行「合作舉辦香港中
文大學（深圳）醫院協議簽署儀式」，
未來深圳將與香港合作，建立第二家深
港合作公立醫院。據悉，醫院將搭建深
港優質醫療衞生資源緊密合作和國際醫
學創新研究平台，為深圳借鑒國際先進
理念，打造更具國際水平的醫療執業環
境、先行先試國際前沿藥品和醫療技
術，加快實現「病有良醫」聚集更多的
優質醫療資源，預計於2026年12月31
日前正式開業。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醫院選址醫院
位於龍崗區阪田街道吉華路南側，佔地
面積9.21萬平方米，建築面積58.64萬平

方米，規劃床位3,000張。目前於醫院建
設工程已於2019年12月開工。在運營
上，醫院立下了開業五年通過「三甲」
評審的目標。在開業10年內，醫院則要
建成國際先進的現代化醫院，3至5個學
科達到國家級重點專科水平，1至2個學
科達到世界先進水平，整體技術水平達
到香港中文大學附屬醫院同等水平。
未來，醫院將引進香港中文大學優勢

重點學科（專科）和高層次醫學團隊，
按照三級綜合醫院的標準設置診療科
目，規劃建設臨床腫瘤與精準醫療中
心、腦神經血管中心、微創外科中心、
消化系統中心、生殖醫學與胎兒醫學中
心、康復醫學中心、糖尿病及內分泌中
心、全科醫學中心等重點學科。

「一流的醫學院離不
開一流的附屬醫院。」
中國工程院院士、香港
中文大學（深圳）校長
徐揚生表示，作為高校
的附屬醫院，在教學方
面，醫院將納入香港中
文大學（深圳）的臨
床、教學、科研體系，
提升深圳醫療事業的人
才「造血」功能。在醫
院管理體制上，香港中
文大學（深圳）醫院設立理事會、醫院
管理團隊和監事會，實行理事會領導下
的院長負責制，理事會行使醫院重大事
項決策權，醫院院長由香港中文大學

（深圳）推薦。而在人事管理上，醫院
也將「去行政化」，按照以崗定薪、按
勞取酬、優績優酬的原則制定薪酬標
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一存 北京
報道）針對性侵害未成年人違法犯罪近
年呈持續上升的態勢，最高人民檢察
院、教育部、公安部18日在京聯合出
台建立教職員工准入查詢性侵違法犯罪
信息制度的意見，加強對此類犯罪的源
頭預防，嚴查教職員工入職信息，把
「大灰狼」擋在校園之外。最高檢第九
檢察廳廳長史衛忠指出，必須加大預防
力度，構建對未成年人更加有力的社會
保護網絡。公安部方面亦提醒，「隔
空」猥褻已成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新形
態，要注意防範。
「公安司法機關對性侵未成年人犯罪

一直保持嚴打高壓態勢，但實踐證明，
單純打擊並不能有效遏制犯罪。」史衛
忠在當天的新聞發布會上指出，「性侵
未成年人犯罪具有熟人作案比例高、重
新犯罪率高的特點，對於此類犯罪，單
靠日常教育和事後懲處難以實現預防目
的，只有限制其接觸未成年人，加強源
頭預防，最大限度地防止再犯。」
據了解，此番出台的入職查詢制度是

指中小學校、幼兒園新招錄教職員工
前，教師資格認定機構在授予申請人教
師資格前，應進行性侵違法犯罪信息查
詢，對具有性侵違法犯罪記錄的人員，
不予錄用或不予認定教師資格。
史衛忠表示，入職查詢意見暫把查詢

的違法犯罪信息限定為狹義的性侵行
為，一類是因強姦、強制猥褻、猥褻兒
童犯罪被作出有罪判決的人員，以及因
上述犯罪被檢察院作出相對不起訴決定
的人員。另一類是因猥褻行為被行政處
罰的人員。同時，查詢範圍要覆蓋到所
有與在校未成年人密切接觸的人員。

「隔空」猥褻已成犯罪新形態
他還強調，這項入職查詢制度未來將

推動逐步適用於所有與未成年人密切接
觸的行業，同時擴大查詢違法犯罪信息
的範圍，全面構建預防侵害未成年人犯
罪的「防火牆」。
公安部刑事偵查局二級巡視員王永明

亦提醒，近年來，部分不法分子以互聯網為媒介，
打着「個性交友」「童星招募」等幌子，誘騙、脅
迫未成年人進行「裸聊」或發送「裸照」「裸體視
頻」等方式進行「隔空」猥褻的違法犯罪行為有蔓
延之勢，當前已成為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新形態，
區別於傳統的身體接觸方式，具有隱蔽性更強、危
害性更廣的特點，故此家長要引導孩子提高自我防
護意識。

王志剛在論壇表示，面對突如其來的疫情，
中國聚焦藥物篩選、疫苗研發、檢測技術

等5個重點方向，在短時間內完成了核酸檢
測、抗體檢測試劑和配套設備研發，並行推進
滅活疫苗、腺病毒載體疫苗、重組蛋白疫苗、
核酸疫苗、減毒流感疫苗等5條技術路線研
發。目前中國已有11款新冠疫苗進入臨床試驗
階段，其中4款進入三期臨床試驗。在應對新
冠肺炎疫情過程中，中國建立的發布新型冠狀
病毒信息共享數據平台，已為100多個國家用
戶提供服務。

台州將啟55歲年長人群大規模臨床研究
鍾南山在視頻演講中表示，新冠疫情在今冬
明春或繼續發展。發現局部地區疫情，應採取
社區層面聯防聯控、社區全民核酸篩查、追蹤
密切接觸者、隔離核酸陽性的無症狀患者等方
式。他並指出，無症狀感染者在出現症狀的前
5天以及後5天傳染性最強。可靠的預測模式將
對疫情發展產生重要影響，人工智能系統使醫
生錯誤率大大降低。
陳薇在論壇主旨演講中指出，目前新冠病
毒發生的突變對新冠疫苗影響較小。她表
示，據世界衞生組織 9月 17日最新統計數
據，全球共有182個候選新冠疫苗在攻關，
其中36個進入臨床試驗。截至目前，全球有
9個新冠疫苗在進行三期臨床研究。她並透
露，下周將在台州開展更大規模55歲年長人
群的臨床研究。

高福：已成立國家新冠病毒中心
據內地媒體報道，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主

任高福18日在同一論壇透露，目前中國已成立
國家新冠病毒中心，以更好地應對新冠肺炎疫
情，該中心將負責收集病毒、基因組序列，進
行新冠疫情防控相關的培訓、國際合作、協調
全國活動、制定國家標準等工作。
高福說，新冠肺炎與流感最大的不同是它沒

有季節性。根據已有證據顯示，該病毒很早就
適應人類，但是處於休眠狀態，可能無法明確
溯源。他並介紹說，2019年底，一些第三方公
司就已經測到了不明原因肺炎基因序列，這也
引發了未來我國的疾控體系要不要進行改革的
討論，比如第三方公司發行的問題要不要通過
疾控系統進行上報。

科興疫苗土耳其啟三期臨床
另據中國駐土耳其使館微信公眾號消息，9

月16日，中國科興控股生物技術有限公司旗下
北京科興中維生物技術有限公司（下稱「科興
中維」）研發的一款新冠病毒滅活疫苗克爾來
福在土耳其正式啟動第三期臨床試驗。據悉，
今年8月，土耳其衞生部藥品和醫療器械局批
准了科興中維開發的新冠疫苗在土耳其境內進
行隨機、雙盲、對照的第三期臨床研究。試驗
設計入組人數1.3萬人（包括1,200名醫護人
員），自願接種者為18至59歲的成年健康人，
以驗證該款疫苗的有效性。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18日，太原市杏花嶺區人民
法院對山西省首例妨害傳染病防治案公開宣判。被告人姚某
某、馮某某犯妨害傳染病防治罪，分別被判處刑罰。此案發生
在太原市疫情防控進入公共衞生事件一級響應期間，一度在太
原市引起廣泛關注，造成較大社會影響。
法院審理查明，因被告人姚某某、馮某某未如實報告且故意

隱瞞自武漢來太原親屬及接觸史、發熱史等情況，致其本人及
多名親屬被緊急隔離，太原市杏花嶺區102戶居民、太原市尖
草坪區15戶居民被採取居家隔離措施，太原市中心醫院17名

醫護人員被採取單間隔離醫學觀察措施，其中，被告人馮某某
等5人被確診感染新冠肺炎。
法院判決，被告人姚某某、馮某某的行為均構成妨害傳染病

防治罪。姚某某、馮某某均當庭如實供述犯罪事實，認罪認
罰，依法可從輕處罰。經兩名被告人居住地的社區矯正機構進
行評估調查，符合監管考驗條件，適用社區矯正。法院綜合考
慮兩名被告人犯罪的事實、性質、情節及認罪悔罪態度，對公
訴機關的量刑建議予以採納，依法判處被告人姚某某有期徒刑1
年，緩刑1年；判處被告人馮某某有期徒刑8個月，緩刑1年。

山西首例瞞疫案 兩人被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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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剛在論壇透露王志剛在論壇透露，，目前目前
中國已有中國已有1111款新冠疫苗進入款新冠疫苗進入
臨床試驗階段臨床試驗階段，，其中其中44款進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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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服貿會上首次展出兩款新在服貿會上首次展出兩款新
冠滅活疫苗冠滅活疫苗。。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高福 受訪者供圖■陳薇 受訪者供圖

■■紅十字會展台展出紅十字會展台展出1616種眾籌扶種眾籌扶
貧大賽脫穎而出的電商產品貧大賽脫穎而出的電商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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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政府舉行「合作舉辦香港中文大學（深圳）醫院
協議簽署儀式」。 香港文匯報深圳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