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里：馬雲明天公佈公司接班計劃 並非辭任或退休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紐約時報》及
第一財經報道，《紐約時報》稱，馬雲
計劃於9月10日辭去阿里巴巴董事局主
席一職，以專注教育相關的慈善事業，
但是繼續留任在阿里巴巴董事會，以指
導管理層。而據香港媒體昨晚引述阿里
巴巴發言人否認，指有關馬雲會辭任及
退休的報道，是斷章取義及錯誤，但承
認馬雲將在9月10日交代公司的接班計
劃，是認真準備了十年的計劃，讓年輕
一代的行政人員接班，在執行計劃時，

馬雲仍會擔任主席。
《紐約時報》在報道中稱，馬雲受訪

時表示，他退休不是一個世代的結束，
而是「一個世代的開始」。他說「我愛
教育」，將會花更多時間和金錢在教育
上。報道並稱，馬雲仍會擔任阿里巴巴
董事會董事，並繼續以導師身份協助公
司的管理層。9月10日不僅是馬雲54歲
的生日，也是中國的教師節。
馬雲於2013年卸任阿里巴巴首席執

行官。該公司現任首席執行官是張

勇，但馬雲仍然活躍在阿里巴巴，並是
該公司長期戰略的架構師。據證券文件
顯示，馬雲現擁有阿里巴巴 6.4％股
份。

冀專注教育 投入慈善
馬雲曾多次談到，他不想在公司度過

一生，說他有一天會退休，然後回去教
學。2014年，他創建了馬雲基金會，該
基金會致力於改善中國農村地區的教
育。在上周接受彭博電視採訪時，馬雲

表示他正在考慮更多地關注慈善事業。
他將以自己的名義成立基金會，專注於
教育，他將投入更多的時間和金錢在慈
善工作，追隨比爾．蓋茲（Bill Gates）
的腳步。
馬雲受訪時說：「我可以從蓋茲身上

學習很多東西。我雖沒辦法像他一樣有
錢，但有件事我可以做得更好，那就是
提早退休。我想有朝一日，很快的，我
會重執教鞭。我認為這點，我可以做得
比當阿里巴巴的執行長還好。」

雲南墨江5.9級地震 已致14人受傷

呼吸道病毒診斷中心落戶廣州
鍾南山：「若SARS再臨 有信心第一時間完成診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廣州報道）呼吸疾病國家重點實驗室和國家呼吸系

統疾病臨床醫學研究中心昨日宣佈在廣東廣州「金域醫學」設立病毒診斷研究分室

和研究中心。同時，成立「臨床呼吸道病毒診斷與轉化中心」，中國工程院院士鍾

南山擔任該中心主任。據了解，由鍾南山院士在「金域醫學」設立的院士工作站將

與該診斷中心一道致力於打造呼吸道病毒臨床和實驗室診斷的「國家級」精準監測

平台，並將率先創建「大灣區粵港澳臨床呼吸道病毒監測網」。鍾南山在論壇上表

示「如果下一次SARS（沙士）來臨，我們有信心第一時間獨立完成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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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國際流感及其他呼吸道病毒防治論
壇—百年流感回顧」昨日在廣州舉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從論壇獲悉，今年恰逢是被稱為
「人類歷史上最大的瘟疫」的1918年西班牙大流
感一百年整，但時至今日，急性呼吸系統傳染病
仍是人類面臨的主要公共健康問題之一。近十多
年來，急性重症呼吸綜合症（SARS）、新發流
感、禽流感、新型中東冠狀病毒（MERS）等仍
相繼爆發，威脅人類生命。

研究成績顯著 冀提高產學研合作
參加論壇的專家表示，如今中國在流感病毒救
治方面已經取得非凡成就。作為全球最大的流感
監測網絡，中國流感監測網絡已經成為中國和全
球流感監測和防控的重要技術力量。但要對抗各
類新發呼吸系統疾病的威脅，還需要啟動高水平
的科學和醫學合作、基礎與臨床合作，解決多個
科學重點問題，包括開發有力和可靠的診斷檢測
方法。
2003 年在全球爆發的急性重症呼吸綜合症
（SARS），讓不少粵港居民記憶猶新。據鍾南山
院士介紹，廣州呼吸健康研究院自SARS以後，
一直致力於呼吸道病毒診斷能力的建設與研究。
他表示，「（廣州呼吸健康研究院）近年在病毒
快速分離、早發現早干預、病毒滴度檢測、細胞
因子檢測、抗病毒方法、中和抗體、流感疫苗研

發、保護性機械通氣、中藥抗病毒等方面都取得
顯著成績。」他並指出，這些能力只有通過高水
平的產學研合作，轉化並應用到臨床，才能夠在
疾病預防治療上真正起到了效果。

建灣區監測網 擬開展大數據研究
據介紹，此次成立的「臨床呼吸道病毒診斷與
轉化中心」主任由鍾南山擔任，美國科學院院士/
英國皇家學院院士Robert G. Webster、倫敦皇家
學會院士Malik Peiris、中國工程院院士吳以嶺、
世界衛生組織流感生態學實驗室主任Richard J.
Webby等10多位海內外院士專家出任該中心學術
委員會專家顧問，指導該中心發展。
「金域醫學」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梁耀銘表

示，該中心將打造成為全國呼吸道病毒臨床和實驗
室診斷的第三方精準監測平台，加快實現新病毒診
斷技術轉化落地，為呼吸道病毒感染診斷、治療及
疑難病例確診提供整體解決方案與能力。
為持續推進病毒診斷技術向基層推廣，接下

來，由廣州呼吸健康研究院提供技術支持，依託
「金域醫學」覆蓋全國90%人口所在地區的服務
網絡，「臨床呼吸道病毒診斷與轉化中心」將率
先創建「大灣區粵港澳臨床呼吸道病毒監測
網」，開展與臨床密切聯繫的呼吸疾病病毒流行
病大數據研究，進一步推廣到全國，為流感預防
與呼吸系統疾病治療提供有力支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廣州
報道）儘管中國流感監測網發展迅
速，但大多數網絡實驗室位於中國的
東部、中部和南部，缺乏農村地區的
監測數據，且許多低收入和中等收入
的農村地區可能有較重的流感負擔，
可又缺乏病毒性疾病的診斷能力，診
斷試劑盒和設備不易獲取和應用。
「金域醫學」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

梁耀銘透露，廣州呼吸健康研究院與
金域醫學經近兩年合作，已建立病毒

診斷適宜技術整合體系，實現了常見
呼吸道病原及感染全病程的「廣覆
蓋」。雙方在廣東醫療和科研機構率
先建立起面向臨床的呼吸道病原監測
網絡，覆蓋感染全病程，提供整體病
毒診斷解決方案，幫助基層醫療機構
解決了呼吸道病毒感染快速診斷難
題。目前，該適宜技術推廣平台已覆
蓋了廣東省全部區域醫療機構，較大
程度地提升了基層醫療機構呼吸道病
毒診療水平。接下來，雙方將通過成

立「臨床呼吸道病毒診斷與轉化中
心」，構建全國性數據庫，將上述技
術進一步推廣到全國。
鍾南山亦強調，要應對可能的突發

傳染病，有必要將關口前移，把更多
的先進技術向基層醫院推廣，提升他
們的診斷水平，讓基層醫療機構成為
現有公共衛生監測的有利補充，在呼
吸系統傳染病爆發時有能力作出快速
反應，為中國乃至世界的流感監測作
出貢獻。

構建全國數據庫 技術前移至基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秦占國、張聰
青島報道）由世界旅遊城市聯合會和山東
省青島市人民政府共同主辦的2018世界
旅遊城市聯合會青島「香山旅遊峰會」昨
日閉幕，投融資大會成為此屆峰會的新亮
點，簽約項目總額達1,510億元（人民
幣，下同，約合港幣1,733億元）。世界
旅遊城市聯合會秘書長、北京市旅遊委主
任宋宇表示，目前，旅遊業已經成為眾多
投資者、投資機構重點關注的領域。他指
出，2017年中國出境遊達到1.31億人

次，人均境外消費達2,600美元，連續多
年成為世界第一大出境旅遊消費國。

八成中國客每年一次出境遊
此屆青島香山峰會以「把握發展趨勢，

提升城市品牌」為主題，舉行了旅遊推介
會、旅遊交易會、旅遊投融資大會等專題
活動，50餘位國家旅遊部長和旅遊城市
市長出席。其中，在投融資大會上，共有
青島世博園及周邊改造提升暨冰雪大世界
項目等23個項目進行了現場簽約，項目

簽約額達1,510億元。
益普索（Ipsos）中國在會議期間發佈

了《中國公民出境（城市）旅遊消費市場
調查報告》。此次調查中，近八成中國遊
客每年至少會為自己安排一次出境旅遊，
超過四成每年多次出境旅遊。同時，隨着
境外旅遊經歷的不斷豐富，未來再次出境
旅遊時，「80後」更多選擇歐洲城市，
而「90後」則偏愛日韓泰城市，「60
後」及「70後」則更多選擇南美洲、非
洲、大洋洲城市。

根據調查報告，亞洲和歐洲是中國遊客
出境旅遊最熱門的目的地，選擇比例均超
過六成。其中，亞洲國家中，泰國、日
本、韓國、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更受中國遊
客青睞。歐美國家中，中國出境遊客更為
偏好英國、法國和美國。
據了解，世界旅遊城市聯合會是以旅遊

城市為主體的全球性國際組織。2012年
成立以來，聯合會會員總數已經從當初的
58個，發展到今天的205個，其中城市會
員達到136個，機構會員達到69個，會員
單位覆蓋世界五大洲67個國家和地區以
及世界旅遊全產業鏈。根據安排，2019
年世界旅遊城市聯合會香山峰會將於明年
8月在芬蘭首都赫爾辛基舉行。

青島「香山旅遊峰會」簽約額逾1700億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
道，昨日10時31分，雲南省普
洱市墨江縣發生5.9級地震。記
者從地震現場獲悉，截至當日15
時，地震造成當地14人受傷、
部分民房破損倒塌。雲南省地震
局專家分析研判認為，墨江發生
更大地震的可能性不大。
據中國地震台網測定：8日10
時31分，在雲南普洱市墨江縣

（通關鎮）（北緯23.28度、東
經101.53度）發生5.9級地震，
震源深度11公里。震中50公里
範圍內的人口約55萬人。截至
當日15時，當地共記錄到餘震
55 次，其中 3.0-3.9 級 1 次，
4.0-4.9級2次。

西雙版納等地有震感
雲南省地震局通報稱，此次地

震發生在阿墨江斷裂附近，震區
地震構造複雜，分佈有多條活動
斷裂。此次地震有感面積達3萬
多平方千米，其中，普洱普遍有
感；周邊的西雙版納、楚雄、玉
溪等地也有震感。
來自雲南省地震局的數據顯

示，從1900年以來，此次地震
震中50公里範圍內共發生5級以
上地震4次，其中5.0-5.9級地震

3次、6.0-6.9級地震1次，最大
地震為1979年3月15日寧洱6.8
級地震，與本次地震相距約50
公里。雲南省地震預報研究中心
主任蘇有錦表示，此次地震餘震
強度和規模屬正常水平，雲南省
地震局分析研判認為震區發生更
大地震的可能性不大。
記者從墨江縣「9．8」抗震救

災指揮部新聞中心獲悉，截至目
前，地震已造成當地 14人受
傷，部分民房破損倒塌，災情還
在進一步核實中。
據悉，災害發生後，普洱市、

墨江縣第一時間啟動應急響應，
成立抗震救災指揮部。截至目
前，普洱市緊急下撥500萬元人
民幣抗震救災資金，用於抗震救
災工作；各級總計投入救援力量
600人次。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著名小提琴家盛中國因心
臟病突發前日晚在北京逝世，享年77歲。他的代表作小提
琴協奏曲《梁祝》在中國家喻戶曉。
盛中國出生於一個音樂世家，其父親盛雪是著名小提琴教

授，母親朱冰從事聲樂。盛中國作為長子，五歲開始學琴，
七歲首次公開演奏，13歲以優異成績考入中央音樂學院附
中。1960年，盛中國赴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樂學院留學，
師從著名小提琴大師列奧尼德．柯崗。1962年獲得第二屆
柴可夫斯基小提琴比賽榮譽獎。1964年回國後，在中央樂
團任獨奏演員。著名小提琴大師梅紐因1979年來華訪問時
曾與盛中國合作演出，並稱讚他是「我在中國演奏巴赫雙提
琴協奏曲的最好的合作者」。
1980年，他到澳洲的六個城市舉辦了十二場音樂會，演
出轟動了整個澳洲；從1987年開始，盛中國每年都去日本
演出，並將演出所得的一部分捐贈給世界各國留學生作醫療
基金，日本政府授予他「文化大使」的稱號。他演奏的《梁
祝》、《苗嶺的早晨》、《新疆之春》、《牧歌》及《金色
的爐台》等中國小提琴作品膾炙人口，深受觀眾喜愛。

■雲南省普洱市墨江縣通關鎮民
居震後情況。 新華社

小提琴家盛中國病逝
《梁祝》餘音猶存

■呼吸疾病國家重點實驗室和國家呼吸系統疾病臨床醫學研究中心昨日宣佈在廣州「金域醫學」設立病毒診斷研究分室和
研究中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方俊明 攝

■世界旅遊城市青島峰會閉幕，此次峰會簽約額達1,700
億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聰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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