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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局：川航爆碎窗為原裝件
無維修更換記錄 西南局要求普查同件號部件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國新聞網、澎湃新聞及央視網消息，四川航空公司
3U8633 航班前日在飛行途中，因風擋玻璃破裂脫落而緊急備降。針對這一
事件，中國民用航空局（CAAC）昨日在新聞發佈會上通報指，據調查，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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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的右側風擋玻璃為該機原裝件。投入運營至事發前，未有任何故障記
錄，也未進行過任何維修和更換工作。

中目國新聞網昨日報道，民航局指出，根據
前掌握的調查信息，出事飛機於

2011 年 7 月 26 日新機加入川航運營。中國民
航局安全總監兼航空安全辦公室主任唐偉斌
介紹指，前日上午，該機於 6 時 27 分起飛
後，正常爬升至 9,800 米巡航高度。在飛經
成都空管區域時，該機駕駛艙右座前風擋玻
璃突然破裂並脫落，造成飛機客艙失壓，旅
客氧氣面罩掉落。事件造成駕駛艙部分設備
受損，副駕駛和1名乘務員受輕傷。

爆窗四種可能情況
對於飛機風擋玻璃為什麼會破碎，業內人
士也分析了可能存在的四種情況：一是安裝
風擋玻璃時，使用的螺絲不合格，或安裝時
用力過猛，產生裂紋，造成隱患。通常飛機
出廠進入運行狀態後，需要維護，根據不同
的維護級別進行不同的檢查，有些檢查項目
需要將風擋玻璃全部拆卸，再重新安裝。該
客機是否進行這樣的檢查，尚不清楚。
第二種可能情況是玻璃材質存在問題。
一般風擋玻璃可以承受三萬個循環——也

就是起飛和落地的過程，如果風擋玻璃材
質不合格，可能出現提前老化等情況。在
檢修時，也存在根據需要，對風擋玻璃進
行更換的情況，但更換飛機航材有嚴格規
定，且需要相關認證。公開信息顯示，該
飛機 2011 年出廠，已經飛行了 7 年，飛行 1
萬多個循環。據川航的說法，該飛機的風
擋玻璃未做更換，依然用的是空客公司的
原裝風擋玻璃。
第三種可能，飛機在飛行過程中，由於高空
機艙外溫度極低，通常前風擋玻璃需要加溫以
維持其強度，但如果加溫過程中，出現短路或
發熱不均衡，也可能導致玻璃強度變化，在內
外壓力差的作用下破裂。
第四種可能，風擋玻璃遭到外來物撞擊，
導致破裂脫落。
澎湃新聞從相關渠道獲悉，前日，中國民
航西南地區管理局向各航空公司、民航飛行
學院、維修單位等相關單位，發出名為「關
於『5．14』事件的通報 」的明傳電報，通
報事件經過，並要求各航空公司要引起高度
警覺，全面評估、防控安全風險，要求機務

維修方面要及時對機隊相關部件深入開展隱
患排查工作，對同件號部件開展普查。

西南地區地形天氣複雜
明傳電報下發給了西藏區局，各監管局，
西南空管局，各航空公司，民航飛行學院，
各機場（集團）、維修單位。這份明傳電報
的級別為「特提」。明傳電報按緊急程度劃
分為「特提、特急、加急、平急」四個等

粵造出全球首台全自動幹細胞誘導培養設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
報道）記者昨日從中國科學院獲
悉，該院廣州生物院日前研製出全
球首台自動化無人堅守、應用深度
神經網絡的智能化幹細胞誘導培養
設備。專家認為，「全自動幹細胞
誘導培養設備」的成功研製，標誌
着中國在幹細胞裝備領域的自主研
發取得新突破，改善了中國高端生
命科學儀器裝備幾乎依靠歐美進口
的局面，推動中國幹細胞基礎研究
和臨床應用的發展，為再生醫學及
精準醫療的研究奠定裝備基礎。

幹細胞萬能 醫學價值極高
幹細胞（Stem Cells）被醫學界稱
為「萬能細胞」，指的是具有自我複
製功能及多向分化潛能的細胞，在特
定條件下能再生成人體的各種細胞、
組織或器官。基於常規幹細胞存在的
不足，幹細胞研究興起了誘導多能幹
細胞（iPSC）新領域的發展，這種研

究廣泛應用於新藥
研發、神經損傷修
復、心肌細胞修
復、組織器官再生
或移植等再生醫療
研究領域。然而，
幹細胞誘導、培養
及篩選過程目前均
只能依靠人工操作
完成。如何實現幹細胞自動化規模化
的均質培養與擴增，避免批次不統
一、質量不均一等安全性問題，全自
動化的細胞製備是 iPSC 技術走向實
際應用亟須突破的瓶頸。
中科院廣州生物院歷時4年，攻克
了8項關鍵技術，日前研製出國際首
台幹細胞自動化、智能化誘導培養設
備。據介紹，這是國際上第一個以治
療為目的的幹細胞應用高通量設備。
該自動化幹細胞製備裝置無人監守，
完全以智能邏輯算法為核心控制架
構。機台建立了從細胞培養、移液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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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顯微在線觀測、算法識別、克隆
挑取的系統化平台，全程自動化可
控，培養過程可以通過手機App端監
測。華大基因研究院、華東理工大學
多家用戶單位對設備進行了功能化測
試和試用，驗證了設備進行幹細胞誘
導的可行性和可靠性。
目前，內地各醫院細胞治療臨床應
用迫切需要幹細胞製備裝置。上述裝
備已逐步在各研究單位或一級醫院
研究中心推廣，降低了人為干預，
實現多人份、低成本、高品質、一
體化的幹細胞生產，具有強大的市
場競爭力和廣闊的市場前景。

級，從前到後，緊急程度依次降低。
通知稱，西南地區地形複雜，高原、高高
原和特殊機場較多，天氣狀況複雜多變，運
行條件複雜。如遇空中釋壓（從增壓狀態到
與外界氣壓值相同的氣壓變化過程，編者
註）、單發（指雙引擎飛機發生了某些特殊
狀況致使飛機只剩一台引擎飛行的特殊情
況，編者註）等特殊情況，空中和地面處置
工作難度大。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央視新聞客戶端報道，去年6月，
24名在港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給中共中
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寫信，表達
了報效祖國的迫切願望和發展創新科技的巨大熱情。習
近平主席對此高度重視，作出重要指示並迅速部署相關
工作。他強調，促進香港同內地加強科技合作，支持香
港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支持香港科技界為建設科技
強國、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貢獻力量。
央視就此發表快評指出，習主席的重要指示，充分
表達了中央對香港科技發展的殷切希望、關懷支持，
體現了中央對香港科技創新力量在國家創新體系建設
中的高度重視。習主席的重要指示，從戰略高度和國
家層面為香港科技創新發展前景進行了擘畫，讓香港
各界備受鼓舞。人們普遍認為，這對於香港創新科技
發展是重大利好，是支持香港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
的重要舉措。
香港的繁榮從來與中央的支持密不可分，香港也不
斷為內地的發展貢獻力量。在「一國兩制」的制度安
排下，香港愛國愛港科學家積極探索融入國家創新發
展的路徑，從參與國家 973、863 等國家科技計劃，
到承擔國家重大科學研究計劃課題；從執行「南海深
部科學計劃」，到在內地設立科學實驗室分室……香
港科技界自覺將科技創新力量納入國家創新體系中，

取得豐碩成果。
快評認為，「國家所需」成就香港，「香港所長」
貢獻國家。一方面，香港擁有較雄厚的科技基礎，擁
有眾多愛國愛港的高素質科技人才，這是我國實施創
新驅動發展戰略、建設創新型國家的一支重要力量。
另一方面，國家如火如荼的發展態勢，為香港科學家
報效祖國、施展才華提供了廣闊舞台。他們在與內地
合作中，在融入國家創新體系過程中迸發出巨大的能
量，為香港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提供了巨大人才資
源和創造活力。
根據習近平主席重要指示精神，目前在港兩院院士
來信反映的國家科研項目經費過境香港使用、科研儀
器設備入境關稅優惠等問題已基本解決。隨着制度環
境的不斷優化，體制改革的不斷創新，機制活力不斷
釋放，香港和內地的科技合作前景將越來越廣闊，合
作方式將越來越豐富，合作成效將越來越顯著。
快評最後指出，作為國家創新體系中的中堅力量，
支持香港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發揮內地和香港各
自的科技優勢，必將更好地服務於建設科技強國的偉
大目標，也能更好地詮釋「一國兩制」這一偉大的制
度創新，從而凝聚更加廣泛的力量，啟動科技創新的
強大引擎，向着世界科技強國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
中國夢奮進。

■責任編輯：羅縈韻

外 公 佈 2018-2019 年 度
管治委員會成員名單，中
國太平保險（香港）有限
公司（下稱「太平香
港」）總經理陳沛良成為
新一任保聯主席。據了
解，陳沛良是太平香港第
二位擔任保聯主席的高級
管理人員。

版面設計：歐鳳仙

太平香港總經理陳沛良當選香港保險業聯會主席

作為中國第一家在香港註冊的民族
資本保險公司，太平香港深耕香

馬會屯門公眾騎術學校舉行開放日
香港賽馬會屯門公眾騎術學校於 5
月 13 日、母親節當天舉行開放日，
全日共吸引逾 6,000 名市民入場，小
孩與大人透過一系列精彩活動，近距
離接觸馬匹，加深對馬匹及馬術運動
的認識，親子同樂，歡度一個愉快的
母親節。
開放日精彩項目包括策騎小馬、參
觀馬房、與迷你小馬合照、巨型馬蹄
鐵拍照、攤位遊戲、彈彈床、觀賞由
馬會青少年馬術隊、馬會殘奧馬術隊
及騎術教練參與的馬術比賽及示範表
■逾 6,000 名市民投入各項以馬
演等。
匹及馬術運動為主題的精彩活動

周大福元創方設首飾設計培育中心

港保險市場近 70 年，在市場信譽等方
面表現優異，作風穩健，深具影響力。
近年來，太平香港積極貫徹落實中國太
平「精品戰略」，整體實力顯著提升。
2017 年，公司在香港市場排名第 3 位，
位列在港中資直保公司第 1 位，總保費
達到28.46億港元。
經過多年積累，太平香港擁有國際 A
級評級，在承保、再保等方面形成了獨
特優勢。早在 1967 年，太平香港就正
式設立了船舶險部，開始處理有關水險
業務，因此在航運保險方面，具有豐富
的經驗、專業技術及人才儲備優勢，在

國際航運保險界具有重要地位。
在醫療險方面，太平香港通過與知名
醫療服務機構萬欣和、中國國家衛生健
康委員會合作，搭建了完善的環球醫療
網路，覆蓋全球六大洲，150 個國家
（地區）的 93 萬多間醫療機構和專業
醫療網路，為客戶提供高效、專業、貼
心的全球高端醫療服務。
隨着香港保險市場的不斷飽和，太平
香港走出香港，開展創新突破，在國際
細分市場尋找發展機會，一方面，太平
香港積極探索國內外特殊風險市場的業
務機會，並與主要航太險、工程險、能
源險業務管道建立了長期合作關係；另
一方面，太平香港抓住國家「走出去」

發展戰略及「一帶一路」倡議帶來的新
機遇，充分發揮香港作為國家對外「超
級聯繫人」作用，成為中國企業海外業
務集中管理平台，積極為「走出去」企
業提供風險保障，2017年涉及風險保額
累積約248億港元。
陳沛良接受本報訪問時提到，太平香
港在不斷創新、力求突破的同時，更是
一家有歷史傳承、文化積澱的保險公
司，在香港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一直扮
演着保駕護航的重要角色。例如，2003
年 SARS 肆掠香港時，公司成功賠付醫
管局 1.74 億港元，為香港戰勝 SARS 作
出了積極的貢獻。
陳沛良表示，太平香港將不忘初心，

設於中環PMQ元創方的Loupe珠寶設
計培育中心，是周大福珠寶集團和周大
福藝術基金共同策劃的項目，透過培育
計劃帶領新一代的珠寶設計師和工匠開
創未來。在周大福珠寶集團的專家指導
下學習。參與計劃期間，駐場設計師將
可在設備齊全的環境發揮其技能，其珠
寶首飾成品還將在Loupe專門店出售。
該計劃歡迎有志擴闊設計視野、鑽研
珠寶工藝與行業的人士參加，來自本地
及世界各地的新晉珠寶設計師，以及高
等院校學生都可申請。目前為止，
Loupe 已舉辦多場行業專家座談會，嘉
賓包括來自周大福的大師團隊、獲獎設
計師、英國大學院校的課程總監，以及
國際珠寶業界的專家名人。

牢記歷史使命和社會責任，銳意創新，
追求卓越，努力為香港廣大市民提供更
加專業、全面、便利、貼心的服務和保
障，致力造福社會民生，助力祖國經濟
發展。
據了解，陳沛良不僅僅是保聯主
席，也擔任香港汽車保險局及僱員
補償聯保計劃管理局副主席、保
險公司（僱員補償）無力償債管
理局委員及保險投訴局理事。
他擁有超過 30 年一般保險業
的經驗，持有香港大學工
商管理碩士學位及英國
特許市務學會會員資
格。

中
■國太平保險（（香港））有限公司總經理
陳沛良擔任香港保險業聯會新一任主席

（以下簡稱「保聯」）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
報道）北京等 7 省市昨日對外公
開中央環境保護督察整改落實情
況。生態環境部指出，7 省市督察
整改工作取得階段性成效，但仍
然存在群眾舉報環境問題出現反
彈等薄弱環節。北京市公佈數據
顯示，是次環保督察整改共問責
98 人，其中局級幹部 17 人。
生態環境部披露，截至上月底，
北京、上海、重慶、湖北省、廣東
省、陝西省、甘肅省 7 省市督察整
改方案明確的 493 項整改任務已完
成 357 項，其餘正在推進中。通過
督察整改，一批長期難以解決的環
境問題得到了解決，一批長期想辦
的事情得到了落實。其中，備受媒
體和社會關注的甘肅省祁連山自然
保護區生態環境問題得到整改，投
入治理資金約 23 億元人民幣，保
護 區 內 144 宗 礦 業 權 已 關 停 143
宗，9 座在建水電站退出 7 座，同
時已啟動生態監測網絡建設，對
111 個歷史遺留無主礦山實施生態
恢復。
生態環境部指出，7 省市督察整
改工作仍然存在一些薄弱環節，
少量整改任務進度有所滯後、個
別地區整改力度仍需加大、一些
群眾舉報環境問題出現反彈等。
下一步，國家環境保護督察辦公
室將繼續對各地整改情況實施清
單化調度，並不定期組織開展機
動式、點穴式督察，始終保持督
察壓力，壓實整改責任，不達目
的決不鬆手。

央視快評：支持香港成為國際創科中心

http://www.wenweipo.com

近日，香港保險業聯會

北京等7省市環保督察整改：
493項任務357項完成

港基保安團隊專業出色 傑出表現屢獲殊榮

■港基保安團隊出色表現備受肯定，於「2017 年度
西九龍最佳保安服務選舉」中獲17項殊榮。

港基物業管理有限公司（港基）非常重視
保安人員的專業質素，透過各項在職培訓，
務求為業戶提供優秀保安服務。港基憑藉傑
出保安表現，去年在各區舉辦的「最佳保安
員選舉」中，囊括 50 多個保安管理及優秀保
安員獎項，近日再下一城，除於職業訓練局
舉辦的「2017 年度保安服務最佳培訓獎」中
榮膺金獎，亦於西九龍總區防止罪案辦公室
舉辦的「2017 年度西九龍最佳保安服務選
舉」中，獲頒 6 項最高殊榮的榮譽管理物
業、2 項三星級管理物業、6 項最佳管理公眾
停車場、1 項最佳保安員獎及 2 項優異保安員
獎共 17 項殊榮，彰顯港基保安團隊竭誠為業
戶服務努力的成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