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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律政司今年年初與內
地最高人民法院簽署《關
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
法院就仲裁程序相互協助

兩地仲裁互助保全明起生效
鄭若驊：近期社會事件無礙商界選港為仲裁地

保全的安排》，措施將在
明日起生效，以香港作為
仲裁地的仲裁個案當事人
可以向內地法院申請保
全，以防有人毀滅證據或
轉移財產。有仲裁機構指
有關安排公佈後，接獲多
個客戶查詢，相信該安排
有助加強香港作為國際仲
裁中心的地位。律政司司
長鄭若驊認為，近期的社
會事件不影響商界選擇香
港作為仲裁地的意慾。

仲裁是法庭訴訟以外的另一種排解糾紛
的方法，所需的程序一般較法庭訴訟

快捷，但始終需要一定法律程序進行，若涉
及內地時，內地法院過往不會受理任何境外
司法管轄區有關仲裁個案的保全申請，仲裁
案的當事人或有機會毀滅證據，或轉移財
產，令仲裁程序不能有效進行。
隨着特區政府律政司 4 月與內地最高人民
法院簽署《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
就仲裁程序相互協助保全的安排》，香港國
際仲裁中心、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
香港仲裁中心、國際商會國際仲裁院亞洲事
務辦公室、香港海事仲裁協會、華南（香
港）國際仲裁院及一邦國際網上仲調中心所

處理的仲裁程序當事人，明日起可向內地法
院申請凍結財產等保全措施。
香港將成為第一個內地以外作為仲裁地時
當事人可以向內地法院申請保全的司法管轄
區，多間合資格向內地法院申請保全的仲裁
機構均認為措施可提升香港國際仲裁服務的
競爭力，鞏固作為亞太區主要國際法律和爭
議解決服務中心的地位。
國際貿易及建造合約等均不時需使用仲裁
服務，隨着內地經濟愈來愈開放，未來將有
更多涉及內地的生意糾紛，華南（香港）國
際仲裁院理事梁定邦指出，香港的仲裁法採
用聯合國標準起草，為國際慣用，而本港法
庭執行仲裁決定的案例亦不時被歐美等地法

庭引用，認為新安排對來自不同國家和地區
的投資者均有好處。

措施宣佈後 已接多宗查詢
香港國際仲裁中心秘書長Sarah Grimmer並
透露，該中心在政府宣佈有關措施後，已即時
接獲多宗客戶查詢；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
員會香港仲裁中心秘書長王文英更預料，未來
以香港作為仲裁地的仲裁服務需求將有所增長。
另外，香港近日雖然不斷發生暴力衝擊事
件，律政司司長鄭若驊指事件雖然引起國際
關注，但強調社會運作未有受太大影響，商
業活動仍如常進行，未見影響商界選擇香港 ■鄭若驊（中）指，近期社會事件無礙商界選港為仲裁
作為仲裁地的意慾。
地。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攝

研究助修補基因 學者囑胚胎勿亂搞
基因編輯技術日
漸成熟，甚至有人
形容編輯基因可能
會如「Cut & Paste
（剪貼）」般簡
單；只要手持這把
「利剪」，癌症、
 遺傳病不再是讓人
手足無措的惡魔。
美國分子生物學家瑪麗亞．傑辛，憑着發現去
氧核醣核酸（DNA）定點雙鏈斷裂會刺激基
因重組的機制，為革命性的基因編輯工具技術
奠基，上星期獲頒 2019 年度邵逸夫獎生命科
學與醫學獎。對於基因編輯的道德爭議，她近
日接受記者訪問時特別提到，編輯人類胚胎的
後果未明，叮囑科學界應慎用相關技術。



「同源重組」
可搵
「姊妹」
做模板
DNA 呈現雙螺旋形結構，每天會因紫外
線、輻射等因素受上百萬次傷害。若細胞修復
過程出錯，或會導致癌細胞增生。美國紀念斯

隆凱特琳癌症中心成員、美國康奈爾大學威爾
康奈爾醫科研究生院教授瑪麗亞．傑辛，1994
年首次直接證明「非同源性末端結合」及「同
源重組」對修復斷裂 DNA 的重要性，奠定了
基因編輯的基礎。
當 DNA 雙鏈出現斷裂，部分蛋白酶會如膠
水般將斷裂的 DNA 迅速黏合，進行「非同源
性末端接合」，但不能修復已經丟失的
DNA，也可能會連接起兩條毫不相關的 DNA
鏈，導致基因突變。為了提升修復的準確度，
「同源重組」則是一個可行的辦法，細胞會通
過找到「姊妹染色體」作為模板，重新修復斷
裂DNA，提高修補的成功率。
在過程中，瑪麗亞．傑辛成功發現細胞選擇
「非同源性末端結合」或「同源重組」的機
制 ， 當 中 家 族 性 乳 腺/卵 巢 腫 瘤 抑 制 基 因
BRCA1及BRCA2是進行「同源重組」的必要
條件，若缺少兩者，受損 DNA 只能透過「非
同源性末端結合」，從而增加病變的風險。也
就是說，她的研究證明了「同源重組」是防止
細胞癌症病變的重要基石。

20 多年前有關成果仍未受科學界重視，但
瑪麗亞．傑辛看到「同源重組」的潛力。她
發現，只要利用人工進行 DNA 斷裂，可以刺
激哺乳動物細胞的基因進行「同源重組」，
她對於 DNA 雙鏈斷裂、修復機制的理解，為
往後的基因編輯技術奠基，更直接引致現時
常見的基因編輯工具 ZFN、TALEN、CRISPR 等產生。如今利用人工技術，在基因特定
位置製造 DNA 雙鏈斷裂，可以利用同源重組
修復機制插入、刪除或改造基因，有望針對
遺傳病、癌症作診治，亦可以修改農作物基
因，從而提升農業產量。

女嬰基因遭編輯「有人願娶嗎？」
不過，基因編輯工具亦被視為「雙刃劍」，
其應用潛在不少倫理道德問題。去年底深圳科
學家賀建奎於香港舉行「第二屆人類基因組編
輯國際峰會」便曾宣稱培育世界首例基因組編
輯雙胞胎女嬰，引起全球譁然，有份出席峰會
的瑪麗亞．傑辛受訪時憶述，收到消息當下
「非常震驚」，指有關做法只會引起科學、倫

◀瑪麗亞．傑辛
榮 獲 2019 年 邵
逸夫獎生命科學
與醫學獎。
香港文匯報
記者詹漢基 攝

▼瑪麗亞．傑辛
發現 DNA 定點
雙鏈斷裂會刺激
基因重組的機
制。
大會供圖

理等多方面質疑。「最簡單來說，未來有人願
意去娶這兩位孩子嗎？」
瑪麗亞．傑辛指，人們尚未弄清在人類胚胎
上做基因組編輯有何後果；加上影響可能相隔
幾代才會顯現，故科學界距離在胚胎上進行基
因編輯，還有很漫長的時間。她認為「科學家
不是警察」，強調科學界應慎用基因編輯技
術。
■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

「波鞋街」
體育互動館周四開放

■體育專員楊德強（左）和油尖旺區議會主席葉傲冬 ■韋志成指可通過互動觸控屏幕，展示本地體育運
（右）體驗「虛擬競技場」的體感遊戲。
網誌圖片 動的發展資料。
網誌圖片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 記 者 高 俊 威)
市建局經過兩年時間籌備、位於旺
角洗衣街的全港首個體育互動資料
館「Sports Expo」，將於本周四起
開放，市民可透過網上系統預約參
觀，並體驗多項體感和虛擬實境運
動遊戲。
市建局行政總監韋志成昨日發表
網誌表示，期望資料館可為旺角
「波鞋街」增添一個創新和互動空
間，推動舊區更新，同時協助推廣
本地體育運動。
韋志成指出，資料館的實體空間
雖然不大，但展示的資訊和遊戲相
當豐富。在籌備興建時，已委聘多
媒體技術顧問研究應用創新科技，
突破實體空間在場地面積的限制，
並以互動手法讓市民參與其中，使
場館可集資訊和娛樂於一身。
他舉例說，館內設置兩個大型的
互動觸控顯示屏，讓參觀者可在屏
幕上揀選觀看 40 多種運動項目的資
訊和超過 200 張歷史圖片，包括香

港大球場等運動場館的啟用和早年
發展圖片，還有香港運動代表隊在
歷屆奧運會等大型國際賽事奪標的
圖片等，讓公眾了解有關發展歷程
和重溫昔日運動員的奮鬥故事。
他並指，透過應用虛擬科技，資
料館和整個商場其他可利用的實體
空間，和虛擬空間亦連接起來。館
內設置不同特色的體感遊戲區，讓
參觀人士在一個場館，便能同時體
驗8項不同類型的運動訓練。

「虛擬競技場」
學正宗步法
他特別推介場館中央的「虛擬競
技場」，場地利用多媒體投影系
統，分別模擬籃球員運球、足球員
速度梯協調練習和運動員健身時作
跳步練習的訓練，使用者只要跟隨
指令，便可體驗相關運動的標準動
作和步法。系統更設有運動偵測裝
置，當使用者移動時，便會偵測其
動作和步位是否符合要求。
韋志成提到，在另一個體感遊戲

港航客機急折返 着陸疑似爆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
航空一班原定昨日由香港飛往峇里
島的航機，昨日中午在香港國際機
場起飛後 45 分鐘，疑因機件故障需
即時折返，消防處一度在機場「全
面戒備」，幸最後航機安全着陸香
港機場。受事故影響，機場南跑道
一度關閉，並於昨午近3時重開。
機管局表示，機場於昨午12點36
分收到通知，香港航空HX707一班
前往峇里島的航班，需要折返及要戒

備。機場控制塔接獲通知後，馬上通
知消防處作「全面戒備」，多輛消防
車及7輛救護車奉命到場戒備。
至中午 12 時 57 分，該航機降落
香港國際機場，據悉航機着陸期
間，起落架輪胎一度冒出大量白
煙，並於跑道上滑行一段距離才煞
停，更傳出疑似爆胎聲響，事件中
無人受傷。航機最後停泊於南跑道
等待進一步檢查。機管局已安排巴
士接載受影響的乘客。

區，特意邀請香港乒乓球、沙灘排
球和欖球代表隊多位星級運動員親
身上陣，參與遊戲的製作和拍攝，
通過遊戲親身指導運動的簡單技
巧，讓使用者體驗各項運動的標準
擊球手勢、跳躍、跑步以至踢球的
技巧。
除提供運動資訊和體驗，韋志
成指，場館更重要是表揚本地精
英運動員的驕人成就。市建局邀
請到在國際體壇屢獲佳績的精英
運動員接受訪問和拍攝，以第一
身和公眾分享其堅毅奮鬥的故
事。他希望大家享用互動設施
時，也可好好欣賞這些訪問，體
會運動員所展現持續追求卓越、
奮力拚搏的運動家精神。
他最後指，市建局會主動邀請不
同社區組織、學校和青年團體參
觀，並繼續聆聽用家意見，持續優
化設計和內容，期望可為「波鞋
街」這別具地區特色的地方，增添
一個創新和互動的空間。

事後，航空公司安排另一班機接
載受影響乘客。香港航空回覆查詢
時承認，該班航班昨日起飛後不久
因機件故障需折返，機上共有 280
名乘客及 12 名機組人員，香港航空
已安排乘客轉乘另一架飛機繼續行
程，對乘客造成不便深表歉意，並
已就有關事件通報民航處，將會全
力配合當局調查。
翻查資料，今年 5 月香港航空的
東京航線，4日內共有7班客機共有
17 件零件脫落，包括照明燈零件及
螺絲等，其中有航班延誤逾 6 小時
始能起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