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粵港澳建幹細胞與精準醫療聯盟
整合三地資源 推動國產幹細胞新藥實現零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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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灣區大灣區快線

大會由廣東省幹細胞與再生醫學協會
主辦，來自中國內地和港澳、美

國、英國、日本等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數百
位科學家、行業專家、企業家及科技工作
者，圍繞幹細胞與精準醫療的發展開展交
流，探討合作。

聯盟成員各具優勢
據悉，由於幹細胞技術可為白血病、
糖尿病、癌症、肝病等多個重大疾病提供
新的治療途徑，我國又是這些病種的發病
大國。在此背景下，幹細胞及其相關的精
準醫療，均被列入國家重大戰略性新興產
業。雖然我國幹細胞研究處於世界領先地
位，但幹細胞新藥數量仍為零，而歐美日
等已有14個相關新藥上市。
幹細胞領域「產學研」的合作十分迫

切，在全國政協委員、廣東省幹細胞與再
生醫學協會會長陳海佳的提議下，粵港澳
大灣區幹細胞與精準醫療戰略合作聯盟在
本次大會上正式成立，廣州賽萊拉幹細胞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廣藥集團、廣東藥科
大學、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科
學園、澳門大學等13個組織代表簽字並
參加了啟動儀式。
聯盟當中，成員單位「分量十足」。

其中，廣州賽萊拉幹細胞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是中國首家幹細胞企業；廣藥集團
是中國最大的製藥企業；香港大學擁有
世界領先的幹細胞研究水平；香港科學
園與國內外幹細胞研究頂尖機構設有合
作平台。
該聯盟將以共建共享為原則，充分整

合平台、人才、技術、資金等資源，集中
力量推動產業轉化。聯盟的成立，將為推
動中國與世界各國共同打造以大灣區為基
地、以廣州為核心的幹細胞全球生態圈的
開放新格局奠定基礎。

「超級細胞工廠」開建
今後，大灣區幹細胞產研合作將有一

個重要平台。大會上，位於廣州從化的廣
東省（賽萊拉）區域細胞製備中心二期工
程正式啟動，建設周期為一年。該中心將
運用近千項授權受理專利技術，讓細胞實
現「自動化生產」「規模化製備」和「個
性化定制」。屆時，該中心可容納超過一
千萬份的細胞儲存，並將建成中國首個幹
細胞藥廠及多肽藥廠。
專家表示，借助「超級細胞工廠」，

可形成推動幹細胞產業發展的重要支撐，
並通過共建共享的創新模式，為粵港澳大
灣區幹細胞與精準醫療產業創新聯盟成員
在「產學研醫」合作上，提供平台保障。

中共中央總書
記、國家主席、中
央軍委主席習近平

日前對24名在港中國科學院院士、中
國工程院院士來信作出重要批示，支持
香港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引發兩地
各界積極反響。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南開大學台港澳法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李
曉兵向香港文匯報表示，香港與廣東在
過去曾經形成類似「前店後廠」的模
式，今日的香港可以作為科技創新的
「母雞」，科技創新成果在大灣區實現
「孵化」。以創科中心作為香港特區未
來發展的新定位、新角色，將令香港迎
來發展的新契機和新動力。
習近平總書記在批示中強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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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揮內地和香港各
自的科技優勢，為香港和內地經濟發
展、民生改善作出貢獻，是在香港實行
「一國兩制」的題中應有之義。對此，
李曉兵表示，「一國兩制」本身就是一
個有待人們不斷豐富充實、探索挖掘的
制度設計安排。在「一國」的前提下，
尊重憲法和基本法確立的憲制秩序，中
央堅定地支持香港鞏固既有的航運、貿
易、金融等優勢，也積極地支持香港拓
展自我定位的新角色。

找準定位 重拾自信
李曉兵認為，香港在過去一些年的發

展顯得「守成有餘、創新不足」，利益
分配和發展模式固化現象突出。面對內
地其他城市的飛速發展，香港的角色定
位則有一些模糊和迷失。「香港科學家
這次積極提出建立國際創新科技中心，
讓香港找回自信。」李曉兵說。
在他看來，香港是世界經濟發展的

「自由之都」，現在要努力建設成為世
界的「創新之都」的計劃，要重新進行
精準的定位和角色的自我重塑，「要有
區域中心城市和世界中心城市的感覺和
自信，才能起到引領的效果」。

至於具體建議，李曉兵表示，香港與
內地高校之間可以展開更緊密更常態化
的合作，同時還要抓住大灣區建設的重
大機遇。他相信，中國發展的黃金時代
已經到來，國人視野得到拓展，發展思
路已打開，基礎條件已具備，只要兩地
齊心合力將創新驅動發展做好，定將實
現「強起來」的中國夢。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敖敏輝廣州報
道）本次大會，國內外相關領域頂尖專
家雲集。對於粵港澳大灣區幹細胞與精
準醫療聯盟的成立，以及幹細胞「產學
研」合作，與會專家積極肯定。
中國科學院院士蘇國輝、徐濤，中

國工程院院士詹啟敏，諾貝爾經濟學
獎得主皮薩里德斯教授（Prof.Christo-
pher Pissarides）、美國國家科學院、

美國人文與科學院雙院士浦發夫教授
出席本次大會。
對於大灣區內醫療合作的前景，來

自世界各地的專家十分看好。諾貝爾
經濟學獎得主皮薩里德斯指出，建設
粵港澳大灣區，可以發揮香港、澳門
珠三角各地的比較優勢，「一帶一
路」又可以成為大灣區成功的一個重
要的推動力量，而以幹細胞為代表的
前沿生命科技產業的創新發展，對粵
港澳大灣區在國際競爭中搶佔領先地
位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作為中國幹細胞產業化第一人，陳

海佳對於三地產研合作十分看。今
後，以該「超級細胞工廠」為基礎搭
建的產業平台，有助於聯盟內產學研
醫各方達成共建聯合實驗室、共享細
胞公共庫、共享細胞製備產品、聯合
開發乾細胞新藥等全方位合作，形成
科技創新產業人才集聚地，為創新發
展提供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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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香港文匯報記者21日從

2018國際（廣州）幹細胞與精準醫療產業化大會上獲悉，由來自三

地科研機構、高校、企業、產業基金等13家單位共同組成的粵港澳

大灣區幹細胞與精準醫療戰略合作聯盟在廣州成立。在聯盟合作機

制下，三地將發揮各自優勢，以

共建共享為原則，充分整合平

台、人才、技術、資金等資源，

集中力量推動幹細胞研究產業轉

化，提升大灣區科技創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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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尖專家雲集 看好聯盟前景

■本次大會專家雲集，對於醫療聯盟
的前景，專家們紛紛表示十分看好。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

■2018國際（廣州）幹細胞與精準醫療產業化大會昨日舉行。會上，粵港澳大
灣區幹細胞與精準醫療戰略合作聯盟正式成立。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

衛
健
委
：
台
未
獲
世
衛
邀
請
都
怪
蔡
當
局

墜地傘兵能輕握手 認出父母激動落淚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灣媒體報道，中國國民黨昨日公佈高雄

市長選舉黨內初選民調結果，由國民黨高雄市黨部主委韓國瑜勝

出，2018高雄市長選舉將對決民進黨參選人陳其邁。

韓國瑜去年接下高雄市黨部主委一
職後，經過一年跑基層，今年4

月3日將戶籍遷至高雄，9日召開記者
會宣佈參選高雄市長。另一名參選
人、國民黨籍「立委」陳宜民則於去
年就表態爭取高雄市長提名。

盼為高雄「搏回藍天」
國民黨中央提名協調小組4月12日
邀韓國瑜、陳宜民討論提名機制，決
定以不公開方式辦理黨內初選，並以
民調結果決定提名人選。國民黨並於
5月18日、19日、20日一連三天進行
民意調查，昨日於中央黨部公佈民調
結果，最後由韓國瑜出線。
國民黨組織發展委員會主委李哲華
表示，根據兩位參選人共識，只對外
宣佈民調結果，不公佈民調數據。高
雄市黨部隨後將召開會議，建議提名
韓國瑜為高雄市長參選人，預計5月
23日送國民黨中常會通過。

初選落敗的陳宜民昨日通過聲明稿
表達對韓國瑜勝出的祝福，並同意做
好黨內團結工作，也盼韓國瑜能為高
雄「搏回藍天」。

五任市長曾屬民進黨
韓國瑜將對戰已獲民進黨提名參選

高雄市長的陳其邁。目前國民黨在全
台22個縣市中，已核定通過19個縣
市的候選人徵召或提名。
1994年，高雄改稱為「直轄市」，市
長改為民選，除了國民黨的吳敦義曾經
在改制當年成功當選市長外，從1998年
至今一共3任民選市長和兩任行政機構
派任代理市長，均為民進黨籍。此次代
表民進黨出戰的陳其邁在2005年曾短暫
代理過高雄市長，當時，時任市長的謝
長廷轉任行政機構負責人之後，陳水扁
任命陳其邁為代理高雄市市長，陳其邁
在當年以40歲之齡成為台灣歷史上最年
輕的「直轄市」市長。

藍高雄市長初選 韓國瑜出線
民調居第一 將迎戰綠陳其邁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
報道，世界衛生大會昨日起
在瑞士日內瓦舉行，台灣連
續第二年未獲大會邀請出
席。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主
任馬曉偉20日在日內瓦表
示，由於民進黨當局迄不承
認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
二共識」，破壞了台灣地區
參加世衛大會的政治基礎。
今年台灣地區收不到參會邀
請，責任完全在民進黨當
局。
新華社報道，第71屆世

界衛生大會於昨日在日內瓦
開幕。中國國家衛生健康委
員會 20 日舉行新聞發佈
會，介紹中國積極參與全球
衛生治理情況。在回答記者
提問時，馬曉偉表示，中國
政府在符合一個中國原則的
前提下，對台灣地區參與全
球衛生事務作出了妥善安
排。

以往得益於兩岸協商安排
馬曉偉說，中國中央政府

與世衛組織協商，就《國際
衛生條例（2005）》適用於
台灣地區作出了相關安排。
他說，據不完全統計，自

2013年至2017年，台灣地區
共有34批58人參加了世衛組
織的相關技術會議。台灣地區
專家以適當身份參加世衛組織
技術性活動是不存在障礙的。
少數台方人員與會申請被拒，
或因台方與會人員不是醫療和
公共衛生專家，或提交申請過
晚，或會議性質為非技術性會
議，都是台方的原因。
馬曉偉表示，2009年至

2016年，台灣地區連續8年
以「中華台北」名義和觀察
員身份參加了世界衛生大
會。這是在兩岸均堅持體現
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
識」基礎上，通過兩岸協商
作出的特殊安排。
馬曉偉表示，中國大陸一

貫高度重視台灣同胞的健康
福祉，為台灣同胞在大陸看
病就醫、學習、生活、工作
提供便利，同時採取多項措
施促進兩岸衛生領域合作交
流，支持台灣醫學專家參與
全球衛生相關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高空跳傘演練時意
外墜落地面的台防務部門傘兵秦良丰，經醫療團隊救
治，生命徵象趨於穩定。醫院轉述秦父描述，家人在
床邊為秦良丰加油打氣時，秦良丰認得出父母親，並
且激動落淚。
台防務部門17日上午在台中清泉崗基地執行反空
降的跳傘操演時，26歲傘兵秦良丰搭乘C130軍機到
達1300呎（約396米）高空跳傘，因主傘張傘不完
全，副傘吃風不足，造成直接落地的情形，從原先
到院前心肺停止被救回，經連日救治病情已趨於穩
定。
台中童綜合醫院昨日為秦良丰再度進行整體評估，
下午舉辦記者會，神經外科醫師金若屏表示，患者瞳

孔反應良好，呼叫他時眼睛已經由眨眼動作進步到可
上下移動，可以注視家人，左側肢體對痛已經有知
覺，可以輕輕地握手，目前在加護病房使用呼吸器輔
助，病情穩定進步中。
金若屏說，上午（昨日）患者進行第二次核磁共振
檢查，包括腦部與脊髓的損傷並沒有惡化現象，醫院
將邀集神經內科、神經外科、胸腔外科、骨科與影像
醫學科專家，審慎討論病情及治療方案，並邀集家屬
共同討論整體處置照護計劃。
秦良丰的父母及妹妹特別探視，醫院則轉述指出，秦
父在探視後說，兒子今天（昨日）反應比昨天（前日）
明顯，他們在床邊為兒子加油打氣時，秦良丰激動地掉
出眼淚，秦父表示，「兒子已經認得出我們了」。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
道，台灣政治大學新任校長
候選人名單昨日出爐，受到
台大校長遴選風波產生的寒
蟬效應，政大首度要求參選
人、遴選委員公佈兼職，以
確保達到利益迴避。
政治大學校長周行一去年宣

佈任期屆滿後不再續任，政治大
學展開遴選工作。由於台大今年
初選出管中閔為校長當選人，卻
因未揭露企業獨董身份、論文抄
襲爭議等遭教育部門駁回人
事案，校長遴選陰影也籠罩整體

高教界。
政大今年的校長遴選雖然

面向全球，但參選的幾乎都
是政大教職員及校友，且所
有候選人及遴選委員都要填
寫兼職資料，並經人事室比
對確認資格無虞，才通過資
格審核。
根據遴選過程，6月 5、6
日，候選人將對全校說明治
校理念。6月13、14日由全體
教職員及學生代表進行投
票，預計7月底將人事案報請
教育部門聘任。

台大寒蟬效應 政大選校長嚴查兼職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灣媒體報道，今年61
歲的韓國瑜，眷村子弟，過去主要在台灣北部
耕耘，曾擔任過3屆民意代表，脾氣相當火爆。
1993年5月5日，當天台立法機構審查「榮

民改革」相關預算，討論包括榮民（榮譽民眾）
的就養、就醫、就業等，當時的「退輔會主委」
周世斌報告後，時任民意代表陳水扁上台說了
一番話，才回座位準備坐下時，同為民意代表
的韓國瑜卻突然衝過來，掀翻了陳水扁的桌子，

用左手用力摑了陳水扁一巴掌，在沒有心理準
備的情況下，陳水扁當場被打翻過去，足足住
了三天醫院。
身為榮民二代、自己也當過軍人的韓國

瑜，後來向台媒記者透露當時的若干細節。
他說，當時聽到陳水扁在台上竟然說，「養
榮民預算不就等於養豬」，他一聽就火了。
韓國瑜因這一事件一時聲名大噪，被網友

封為「真男人」。

眷村子弟 曾掌摑陳水扁

■■國民黨昨日公佈高雄市長選舉黨國民黨昨日公佈高雄市長選舉黨
內民調結果內民調結果，，韓國瑜勝出韓國瑜勝出，，將代表將代表
國民黨參選高雄市長國民黨參選高雄市長。。 中央社中央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