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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合彩留位

檢520張「假金牛」警拘4南亞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永諾）冬季流感提早來臨！香港大學醫學

院內科學系傳染病科主任及助理院長孔繁毅透露，日前公立醫院相繼

接收數宗流感個案，一名成年患者更一度入住深切治療部，9月就有

流感個案屬近十年來罕見。他又估計，今年冬季爆發的流感病毒以

H3甲型為主，該型流感「殺傷力」大，尤其是長者及長期病患者，

感染後容易併發各種致命疾病，故呼籲市民盡快接種。另外，新型抗

流感藥「依賴型核酸內切酶抑制劑CENi（Baloxavir）」已在港註冊，

能更有效、快速治療流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理工大學
團隊透過創新抗菌機制，成功研發新一代
候選抗生素Nusbiarylins化合物，有力抑
制多種細菌生長。研究已進入動物測試階
段，將來或有望用於對抗包括耐藥性金黃
葡萄球菌（MRSA）等「超級細菌」。
抗生素耐藥性是全球人類健康最嚴重的

威脅之一，新型抗生素被視為當中的關鍵
應對策略，然而有關研發工作自1980年
代中以來遇上瓶頸。理大化學生物學及藥
物研發國家重點實驗室成員、應用生物及
化學科技學系助理教授馬聰帶領團隊，成
功開發了與現有抗生素運作原理截然不同
的創新小分子，可以將細菌細胞內重要蛋
白質分隔，從而阻止細胞核糖體合成，抑
制細菌生長。
實驗證明，該類統稱為Nusbiarylins的

化合物，抗菌能力遠超常用抗生素，部分
甚至被比喻為「最後防線」抗生素的萬古
黴素更高，而且對人體細胞無顯著毒性。
馬聰指，研究已到動物測試的感染模型研
究和藥理特性研究階段，屬抗生素相關研
發少有的進展，結果令人鼓舞，相信未來
有望進一步發展新一代抗生素，於人類對
抗「超級細菌」的戰役中有所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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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煞伏擊鄺俊宇 政府強烈譴責暴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民主黨立法會議
員鄺俊宇報稱，昨晨在天水圍遭3名男子拖出車廂
外拳打腳踢及擊打後頸，另一人用手機拍攝整個襲
擊過程。鄺身體多處受傷送院敷治，傷勢無大礙即
日出院。政府發言人強烈譴責施襲行為，指警方會
嚴正跟進，務求將施襲者繩之以法。

車場埋伏 3人打1人拍攝
案發現場為天水圍社區健康院中心對開一個露天
停車場，昨晨10時15分，鄺俊宇獨自到上址取車
預備返回立法會大樓辦公。他稱，自己甫上車即被
一名戴口罩男子拉下車，其後被3名男子拳打腳
踢，第四名男子則在附近用手機拍攝，更被對方以
助跑方式從後猛踢後腦及頸椎位置。4名男子其後
逃去，整個過程約幾十秒至1分鐘。有途人見狀，
立即為他急救及報警。
鄺隨後由救護車送往北區醫院敷治，證實手、
頭、面及頸部受傷，下午3時許經治療後出院。

警員則封鎖現場，包括鄺俊宇的私家
車進行調查蒐

證，並將案列作襲擊致造成實際身體傷害，由元朗
警區重案組跟進，通緝4名年齡介乎20歲至30歲
男子，案發時當中一人身穿黑色衣褲、戴帽子及口
罩；一人身穿白色上衣、牛仔褲及戴口罩；以及一
人身穿黑色上衣及牛仔褲。
反對派立法會議員發表聯合聲明，強烈譴責是次襲
擊事件，稱此舉是「褻瀆民選議員所代表的民意」，
是任何文明社會不能容忍的，又聲言是次事件「顯然
是有組織有預謀的罪案」，並強烈呼籲警方盡快緝拿
暴徒歸案，「切勿讓襲擊議員成風土病。」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表示，每次見到有人受傷、遇

襲都會很心痛，無論他持的是什麼政治立場。使用
暴力完全破壞香港的法治，更會將香港推向非常危
險的邊緣，她呼籲所有人必須向暴力說不，必須停
止所有暴力。
新民黨發表聲明，強烈譴責兇徒毆打立法會議

員，並強調任何違法、暴力、破壞社會秩序的行
為，社會不應容忍，特別是近期網上鼓吹「私
了」、「以武制暴」等，都是違法治、不能接受
的，要求警方嚴正執法，將兇徒緝拿歸案。

新界社團聯會嚴厲譴責是次事件，「任何暴力和
欺凌行為，都違背了法律和道德底線，不應容忍，
全港都要強烈予以譴責。」
他們強烈要求警方、執法部門和司法部門盡快破

案和依法嚴懲，包括之前發生的一系列暴力案件，
將所有的暴徒繩之以法，維護香港法治，同時期望
社會盡快回復秩序和理性，令香港每一位市民，無

論政治立場都免於暴力、欺凌的恐怖和恐懼。
特區政府發言人在聲明中強烈譴責事件，並強調

特區政府對所有違法及暴力行為一視同仁，警方會
嚴正執法，保障市民安全，又強調香港一向是多
元、包容的社會，並是全球最安全的城市之一，
呼籲市民表達意見時應該和平理
性，互相尊重。

香港以往冬季流感高峰是11月及12
月，但今年有提早爆發的跡象。孔

繁毅表示，不同地區的流感爆發互有關
聯，位於南半球的澳洲提早1個月於7月
爆發H3甲型流感病毒，他相信香港也有
同樣情況。
事實上本港公立醫院日前已收到兒童
和成人的零星流感個案，一名成年患者
一度要入住深切治療部，較以往一般在
聖誕節前後才有病例為早，為近十年罕
見情況。

料爆發H3甲流殺傷力大
他預計，香港今年爆發H3甲型流感的
機會較高，由於H3甲型流感已有一段時
間未在香港爆發，社區抗體較少，故爆發

期相對較以往長。而且H3甲型流感的威
力較大，尤其對於長者和長期病患者，誘
發併發症的機會率高，不只會併發肺炎、
腦炎，更有機會誘發心臟病，如心肌梗塞
或心臟衰竭。

接種率低 難達「群體保護」
香港多年來積極推動流感疫苗注射，但

截至上月整體接種率只有14%。孔繁毅認
為，如果香港疫苗接種率達60%至70%
會較為理想，只要大部分兒童接種疫苗，
便能達至「群體保護」的效果，即使長者
沒有接種，其感染流感的機會亦會減低，
只要病毒沒有變種或飄移，疫苗保護率可
達七成以上，抗體有效期達最少半年，呼
籲市民盡早接種流感疫苗。

孔繁毅補充，現時除了流感疫苗及常用
的流感特效藥特敏福外，「依賴型核酸內
切酶抑制劑CENi（Baloxavir）」的新抗
病毒藥已在港註冊，可以更有效、快速地
治療流感，副作用亦較特敏福少，市民如
出現流感症狀，應盡早求醫。
香港醫務行政學院院長、香港創新醫療

學會創會會長劉少懷解釋，該款新藥可抑
制病毒自我複製，且單次服用已有效，比
特敏福需要連續服用5日更為便利，可改
善病人用藥依從性的問題。
他又認為，未來香港醫護人手持續短

缺，政府應加強疫苗接種和有效治療，以
減輕醫療系統負擔。

■理大團隊
成功研發新
一代候選抗
生素對抗超
級細菌，團
隊由馬聰博
士率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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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醫學院內科學系傳染病科主任及助理院長孔繁毅（左）和香港醫務行政學
院院長、香港創新醫療學會創會會長劉少懷（右）。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警方西九龍總區
刑事部聯同深水埗警區反三合會行動組人員，早
前接獲線報及經深入調查，前晚（23日）掩至深
水埗通州街一單位搜查，成功破獲一個南亞幫偽
鈔集團，檢獲多達520張面值1,000元的「金牛」
偽鈔，另有兩支懷疑仿製槍械、一把軍刀和一把
匕首。行動中4名涉案的南亞籍男女被捕扣查，當
中3人疑為假「難民」，警方現正追查該批偽鈔來
源，以及有否流出市面。
被捕分別兩男兩女，年齡由39歲至48歲，分屬

巴基斯坦、孟加拉及菲律賓籍，當中3人以酷刑聲
請名義持「行街紙」留港，1人則持本港身份證，
其中兩名被捕男女為情侶關係。4人現涉嫌「藏有
偽製紙幣」、「管有仿製槍械」及「藏有攻擊性
武器」被扣查。
西九龍總區刑事部高級督察梁國賢表示，是次
代號「雷霆19」的行動於前晚7時進行，檢獲的偽
鈔總值52萬元，紙質粗劣，似由一般打印機印製。
警方相信已搗破一個活躍西九龍的假鈔分銷中心，
現正追查該批偽鈔的來源以及有否流出市面，同時
亦會調查疑犯管有仿製槍械和利刀的動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下月中發表的新一份施政報
告，房屋及土地問題肯定是「重中之
重」。經民聯昨日發表研究報告，建議
重建房委會轄下包括石硤尾邨、西環
邨、馬頭圍邨等19條舊屋邨，以增加公
屋供應，亦可改善居民的居住環境。重
建後估計可提供20萬個單位，比重建前
的單位數目增加13.5萬個。
香港公營房屋供應嚴重短缺，現時公
屋申請人平均輪候時間已上升至5.4年。
經民聯早前就舊公屋重建問題進行專題
研究，並於昨日發表「推動公屋重建研
究報告」。
經民聯主席盧偉國在記者會上指出，
現時公營房屋供應嚴重短缺，若重建高
齡公屋，既可滿足最少一半公屋輪候冊
上的申請需求，同時也能解決舊公屋日
久失修所衍生的環境及安全問題，改善
居民的居住環境。
他建議，新一份施政報告可推出大型
公屋重建計劃，啟動重建19條高樓齡公

共屋邨的研究，盡用地積比和放寬高度
限制。
並在舊屋邨內的社區用地興建安置屋

邨，盡量原區安置受影響居民，以及讓
受影響居民優先購買「綠置居」單位，
並設立應付重建和安置的基金，而房委
會亦要每年制訂重建計劃。

可解決「社區炸彈」「財政黑洞」
他解釋，目前有19條舊屋邨具有很大
重建潛力，若全數重建，估計可提供達
20萬個單位，比重建前的單位數目，多
出約13.5萬個，增幅逾兩倍，此舉既可
縮短市民輪候公屋的時間，也能徹底解
決老舊屋邨需不斷維修的「社區炸彈」
和「財政黑洞」。
經民聯副主席林健鋒表示，政府可考

慮利用老舊屋邨的空置校舍或工廈，先
興建安置屋邨，以盡量達至原居安置，
並建議政府由2020/21財政年度起，停止
回撥房屋儲備金到財政儲備，改為設立
公屋重建基金，以專款應付重建老舊屋

邨和安置居民的龐大開支。
對於有政黨促請政府積極引用《土地

收回條例》收回新界棕地和荒廢農地興
建公屋，盧偉國指，經民聯支持政府引
用條例作為收回新界閒置農地的其中一
個方式，但認為應檢討補償機制的彈性
和透明度。
至於政府計劃推出一手樓空置稅，盧
偉國表示，之前未見發展商囤積居奇，

空置單位比例維持在低水平，而且當中
有流轉，不認為空置稅有助增加房屋供
應，發展商可能將額外成本轉嫁消費
者。
他認為，政府應透過公私營合作的

「土地共享計劃」以及填海等方法，滿
足公營和私營房屋的不同需求。房委會
和房協亦可整合資源，共同推動重建，
並大幅改建工廈作中轉房屋。

經民聯倡重建19舊邨 單位增逾兩倍

■經民聯發表研究報告，建議重建房委會轄下19條舊屋邨，以增加公屋供應。

■鄺俊宇(中)由救護車送院經治理後出院。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攝

■鑑證科人員到鄺俊宇遇襲現場蒐證。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攝

羅致光：將出招助旅遊飲食等行業

■民建聯與局長交流長者福利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 民建聯昨日邀請勞工
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與一眾長者，交
流長者福利問題。羅致光會後表示，
當局正持續進行制訂施政報告的工
作，過往數月亦曾接受政黨及地區人
士邀請討論政策，例如就婦女事務已
進行三次地區諮詢。他稱，近月來旅
遊、酒店、飲食、零售等行業急轉直
下，會針對這些行業制定紓緩措施，
並於未來三星期陸續公佈。
民建聯主席、立法會議員李慧琼表

示，近期社會風波越演越烈，政府於
公共政策上不能夠停手，如無措施解
決深層次矛盾，就算恢復秩序，民怨
亦會再次累積。
她於會上又提到，早前已向政府提

出為60歲至64歲長者設銀齡卡，提供
乘車優惠及醫療券，民建聯為此舉行
簽名活動，獲得超過20,000個市民支
持。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柯創盛表示，與

會市民均是60歲至64歲的長者，除銀

齡卡問題，亦關注0歲至3歲課餘託管
服務不足、60歲後再就業支援有限、
安老院舍的興建及監管等問題，又提
到希望生果金免審查門檻由70歲降至
65歲，以及長者自住物業扣稅。
柯創盛稱，羅致光對會上建議態度

正面，特別提到將考慮購置物業增加
課餘託管宿位供應，但對銀齡卡可能
造成長遠財政支出表示憂慮。他希望
政府不要被施政報告所限，相關措施
「完成一項出一項」。

冬季流感 秋季襲港
9月現零星個案 一人曾入深切治療部 近10年罕見

下次攪珠日期：9月26日(星期四)

9月24日(第19/110期)攪珠結果

頭獎：—

二獎：—

三獎：$107,760 （50.5注中）

多寶：$18,127,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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