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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研究CB8+T持續殺毒 申資助拓疫苗臨床實驗

愛滋剋星最快5年後登場

過去30年，全球醫學界致力為不治之症愛滋
病研究預防疫苗及治療方法，其中一間德

國公司於上月29日宣布終止已花了逾7,700萬美元
的疫苗臨床研究，是醫學界第四次研製疫苗失
敗；而雞尾酒療法雖能降低患者體內愛滋病病毒
的載量，延長患者性命，不過藥物有副作用，病
毒會出現抗藥性，未能徹底消滅病毒。

測試減毒80% 抑制逾90%增生
由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愛滋病研究所所長陳

志偉帶領的研究團隊，發現將愛滋病病毒的抗原
蛋白p24，加入特定分子PD1，融合製成新型
DNA疫苗，PD1能令p24針對性刺激白血球，大
量生產毒性淋巴細胞CB8+T，有效抑制HIV病毒
增生和消滅受HIV感染的細胞及癌細胞。團隊將
小鼠接種致死病毒進行測試，然後注射新疫苗，
分為3劑，每隔3周1劑。結果發現，新疫苗令小
鼠體內的現存病毒數量減少近80%，以及抑制逾
90%病毒增生。

白血球量增數倍 效果持續
陳志偉解釋，新疫苗透過PD1將p24帶入細胞，

令誘導生產的白血球細胞中，CB8+T比率高達
21.2%，較舊疫苗的數個百分比多出數倍，足以
對抗HIV病毒，是研究突破之處，而且實驗證明

效果持續，注射7.5個月後，CB8+T水平保持穩
定。

與內地大學藥廠商展臨床實驗
研究團隊花了4年、約300萬港元完成是次動物

實驗研究，並正從港府及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等
不同渠道申請約數千萬港元的經費，與內地大學
及藥廠商討開展臨床實驗，包括安全和效用實
驗，預計最少需研究多5年。此項研究已取得國
際專利，有望成為「香港製造」的疫苗，至於需
注射多少劑疫苗及每劑費用，陳志偉稱言之尚
早，但若疫苗研究成功，建議先為帶病毒者注
射，再為高危群組注射，例如男性同戀者。研究
結果亦可作為其他疾病的設計藍本，如癌症疫
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廖穎琪）有效醫

治及預防愛滋病的疫苗有望最快5年後面

世。根據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估算，

2011年全球有3,400萬人帶有愛滋病病

毒，導致170萬人死亡，目前未有預防和

根治愛滋病的療法。香港大學最新的研究

發現，將特定分子PD1與抗原一同注入體

內，可誘導生產大量白血球細胞CB8+T，

抑制HIV病毒增生和消滅病毒，且防治效

果持續。團隊正申請資助開展新疫苗的臨

床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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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件電玩增值326億 冠創意產業

赴珠海視察供港禽肉 食署滿意

批處長「無腰骨」海難遺屬盼特首徹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統計處昨日發表「香港的

文化及創意產業在2011年的情況」專題報告，數據顯示，
2011年本港該產業增加價值達895.5億元，佔本地生產總值
4.7%，較對上一年微升0.2%。報告指出，11個範疇的文化
及創意產業中，增加價值最多為「軟件、電腦遊戲及互動
媒體」範疇，高達326.6億元、按年增加19.8%；第二及第
三位分別為「出版」（133.2億元），以及「藝術品、古董和
工藝品」（101.4億元）。

以就業人數計算，2011年該產業整體聘用了19.3萬人、
較對上一年增加3,500人，佔總就業人數5.4%。而聘用最多
人數的項目，亦是「軟件、電腦遊戲及互動媒體」範疇，
達4.66萬人；其次為「出版」範疇（4.46萬人）及「廣告」
範疇（1.76萬人）。

港網民激增 邁數碼共融
統計處研究又指，截至去年，本港78%住戶用個人電腦

上網，較10年前大增41%，形容香港正成為數碼共融的社
會。「10歲至34歲」年齡群擁有最多網民，逾98%人有上
網。至於「34歲至44歲」及「45歲或以上」年齡群，則分
別有九成及五成人是網民。近四成網民平均每天上網不足
3小時，但亦有16%人每日上網逾7小時。

擲物狂保釋犯案 還柙下月再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裝修工涉嫌13次於粉嶺華

明 33樓寓所外大堂，把多種雜物擲落街，包括瓦片、電
芯等。裝修工其後因擲下4.5公升水樽被捕，警方在他的家
中搜出冰毒。涉案裝修工被控一項「自建築物掉下物件」
罪，昨日於法院提訊。裁判官表示，被告於警方保釋期間
犯案，案情嚴重，為免被告行為危害公眾安全，故將他還
柙至下月26日再訊。

物件掉下後 即離開大廈
被告林浩瑋（23歲），控罪指，他於本月7日，在粉嶺華

明 頌明樓33樓大堂掉下一樽4.5公升的水。控方指，被告
於上月17日至本月13日，涉嫌13次高空擲物，包括擲下盒
裝檸檬茶、支裝水、垃圾、瓦片、陶瓷茶壺、罐裝啤酒、
電芯等。警方翻查大廈閉路電視紀錄，發現與被告犯案時
間吻合，看到被告在物件掉下前曾前往涉案樓層。物件掉
下後，他即離開大廈。警方其後拘捕被告。

「外科教父」聘英御用大狀上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有「外科教父」之稱、

去年被裁定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及造假賬罪成，被判社會服
務令240小時的港大醫學院外科學系前系主任黃健靈，申
請委聘英國御用大律師Clare Montgomery來港替他上訴，
昨日獲上訴庭批准。

法官指，黃面對的其中一項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指他
明知女下屬偷取醫療發展中心逾300萬元而知情不報。若
黃舉報，或會揭露女下屬的造假賬控罪，可能違反被告不
得被迫自證其罪的特權。法官認為，此法律觀點屬特別困
難及複雜，適宜委聘御用大律師協助。

「 刀狂徒」被控4項傷人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觀塘前日上午一個半小

時內，接連發生3宗狂徒當街以 紙刀連環 傷4名男女途
人案件，涉案被捕的「 刀狂徒」經扣留調查後，昨日被
警方落案控以4項傷人罪，今晨（16日）押解上觀塘裁判
法院應訊。

被告姓許（46歲），無業，與妻同住紅磡。許雖無精神
病紀錄，但被警方懷疑精神有問題，曾被送院接受精神科
檢查。

案中遇襲的2男2女路人包括一對夫婦，先後在觀塘物華
街、翠屏道與康寧道，被人從後以 刀襲擊，分別小腿及
大腿背被割傷，同須入院縫針。

官判受查人身份保密 亞視考慮再上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亞視不滿通訊事務管理

局拒絕公開王征涉嫌違規操控業務案受查人身份及會面資
料，早前申請司法覆核成功。不過，通管局不服判決再上
訴，昨日獲上訴庭裁定上訴得直。上訴庭判詞指出，理解

「電視圈很細」，通管局會考慮受查人擔心「秋後算賬」的
危險而不願作供，裁定局方有權不公開受查人身份。亞視
昨日發出聲明表示遺憾，會考慮是否再上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雅艷）腦中風後

存活的患者，大多因部分腦細胞死亡而留

下後遺症。當中，約70%至80%的中風病人

有上肢障礙，其中大多數影響手腕和手。

香港理工大學（理大）生物醫學工程的研

究人員開發全球首部「中風腦功能訓練

儀」，協助中風者重新學習由腦部發出正確

信號，以控制癱瘓的肢體。

測腦波肌肉共頻 鑑別神經聯繫

「中風腦功能訓練儀」的外形大小如單

車頭盔，能探測腦電波。訓練儀會配合機

械手同時使用，透過運用首創演算方法，

檢測人腦電波及肌肉電流共振頻率，以鑑

別大腦與肌肉之間神經聯繫，區分正確自

主運動意識，重新聯繫中風患者的大腦及

肢體訊息。當大腦聯繫肢體訊息後，機械

手便會郁動。

訓練活細胞 改善癱肢功能

針對腦中風後引致的癱瘓問題，現時傳

統的治療方法就是綜合康復治療，包括職

業及物理治療。然而這些治療方案大多是

使用儀器協助病人伸展肌肉。研究員之一

的理大生物醫學工程教授湯啟宇說：「腦

中風令部分腦細胞死亡而無法發出身體活

動的指令，但是死亡細胞旁的活細胞，是

可以透過訓練，以學習發出同樣的指令。

換言之，癱瘓的肢體功能其實是可以逐漸

改善。」

2人手臂回復40％活動能力

湯啟宇續指，訓練大腦活動比訓練肌肉

活動的成效較持久。目前有5名中風患者參

與研究，當中4人完成20次療程的研究，2

人手臂康復理想，已恢復40%活動能力。

是次研究項目獲香港特區政府的創新及科

技基金資助300萬元，而訓練儀已在美國及

中國取得專利，料在2014年可供醫院購置

使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雅艷）醫院管理局非
緊急救護車運送服務，
主要為老人日間醫院病
人、出院病人及專科門
診病人提供點對點服務
—住所往返醫院或專科
診所運送服務。服務對
象主要為未能使用公共
巴士、的士、復康巴士
等交通工具的行動不便
病人。2009年，醫管局被申訴專員公署爆出病人需候車
一小時，令人詬病。醫管局其後成立專責小組檢討，昨
日公布最新改善情況。

醫管局高級行政經理（業務支援及發展）李祥美表
示，醫管局自1995年以來，提供非緊急救護車服務至
今。服務需求量隨人口老化問題上升128%，當中需臥
床人數目更上升168%。為保持服務質素，醫管局2009
後制訂改善服務指標，並成功在「85%病人等候救護車
轉院的時間少於60分鐘」及「75%出院病人等候救護車
返家的時間少於60分鐘」改善達標。

盼2014年候車少於半小時

李祥美指出，醫管局將增加非緊急救護車數目至188
輛、服務人員至538人（較2011年增40%），務求在2014
年前達到「70%病人可在預約門診時間30分鐘前或後到
達診所或醫院」、「95%病人等候救護車往醫院的時間
少於30分鐘」及「75%已診治的病人等待救護車返家的
時間少於60分鐘」3項指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廣珍 珠海報道）為更好地
防控H7N9禽流感，香港食環署衛生總督察林佩梅等
一行5人，近日專程到珠海視察供港禽肉檢驗檢疫情
況。他們先後到供港冰鮮冷凍禽肉加工廠，以及對
應肉禽養殖場檢查。視察後，檢查組對珠海當局為
保證供港禽肉質量安全所採取的措施和成效表示滿
意。

考察冰鮮冷凍加工廠及養殖場

珠海檢驗檢疫局工作人員介紹指，5月9日至10日
期間，香港食環署衛生總督察林佩梅等一行5人，專
程來到珠海，先後到兩家供港冰鮮冷凍禽肉加工廠
及對應肉禽養殖場，從原料投入、生產管理、免疫
防疫、消毒處理等飼養環節，以及產品加工環節和
原料、成品企業自檢自控與檢驗檢疫監督抽查等方
面，進行現場檢查。

據統計，2011年以來，珠海供港冰鮮冷凍禽肉
442.6噸、貨值266.6萬美元。經香港方面複查，合格
率10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政府
上月底公布南丫島附近撞船事故調查
委員會報告後，一批南丫海難死者家
屬隨即聯署去信行政長官梁振英，批
評海事處失責，處長廖漢波拒絕道
歉，是「無肩膀、無腰骨」，令納稅
人齒冷心寒，要求梁振英成立獨立委
員會，調查海事處失職事件。梁振英
其後透過私人秘書回應，但家屬不滿
回應「官腔」，昨日把聯署信及政府

回應一併公開，表示希望得到梁振英
真心正視。梁振英昨日出席活動時，
沒有回應海難家屬的公開信。

批海處「有法不依專業成疑」

去年十一國慶南丫海難造成39人死
亡，約20名死者家屬早前聯署致函梁
振英。他們在信中指撞船事故調查委
員會報告揭示海難前因後果，除了兩
位船長的責任問題外，更是海事處十

多年前種下的因，結下十多年後數十
條人命的果。聯署信指，海事處未有
嚴格執行船隻安全標準守則，有法不
依、專業成疑，十多年來惡習根深蒂
固，因而發現不了南丫4號致命問
題，種下海難惡果。

家屬不滿調查報告沒有追究海事處
及處長廖漢波責任，又嚴厲批評他對
海事處失責支吾以對，未有道歉，在
記者會答問題避重就輕，是「沒肩膀」
擔當及「無腰骨」承認責任，如此泯
滅良知的人竟是一處之長，令人驚
訝。家屬指，廖漢波在海事處任職27
年，由海事主任升至處長，海事處有
甚麼惡習，他不可能不知道，對一切
紕漏更是責無旁貸。家屬指，他處處
失責，令納稅人齒冷心寒，令家屬氣
憤難平。

家屬最後提到，作為普通市民，他
們沒有能力打開海事處的嘴要他們道
歉，更沒有權力制裁海事處。他們只
能無奈地選擇相信，香港仍是一個公
義社會，希望政府成立獨立和專業委
員會，調查海事處失責及當中問題，
提高調查認受性，避免公眾有「自己

人查自己人」的疑慮。他們又指，今
年停辦國慶煙花，預期是否可以為海
難家屬成立基金。信件在5月8日交給
特首辦，家屬要求政府7日內回覆，
否則公開聯署信。

特首辦：政府高度重視

特首辦在限期前一天回覆他們，指
特區政府高度重視海難調查委員會報
告，會切實跟進報告內的建議。就報
告所指，海事處人員執行職務時可能
涉及的問題，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已經
指派海事處處長，按既定程序展開內
部調查。

為確保調查徹底而公正，會安排較
高級以及沒有參與被調查事項的人員
負責調查，如果發現有違法情況，會
把個案交予執法機構跟進。回應又
指，因應報告建議，運輸及房屋局局
長已經成立海事處制度改革督導委員
會，監督海事處處長進行全面性制度
檢討及改革。

家屬表示，特首辦的回覆和新聞消
息沒有分別，批評回應官腔，所以決
定公開信件，希望政府正視。

■陳志偉(中)表示，下一步會開展新疫苗臨床實驗研究，最快5年後有成

果。 香港文匯報記者廖穎琪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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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香港文匯報

珠海傳真

■「中風腦

功 能 訓 練

儀」能協助

中風者重新

學習由腦部

發出正確信

號，以控制

癱 瘓 的 肢

體。

劉雅艷 攝

■李祥美指，自1995年以

來，非緊急救護車服務需求

量上升128%。 劉雅艷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