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

要聞

A12

■責任編輯：裴軍運

2020年2月18日（星期二）
2020年
2020
年 2 月 18
18日
日（星期二）

粵264個省級重點項目復工
2020年2月18日（星期二）

「深中通道」1500工人返崗 今年交通投資計劃完成1300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

廣州報道）疫情當前，大灣區各
重點建設項目陸續復工。香港文
匯報記者昨日從廣東省交通、鐵

路等部門獲悉，目前廣東已有超 264 個省級重點項目復工，32 個新開工項
目開工建設，今年僅交通投資計劃完成 1,300 億元（人民幣，下同）。其
中，「深中通道」（深圳-中山）項目控制性工程已復工；而作為灣區標
誌性民生項目，珠三角水資源配置工程計劃今年完成投資 31 億元。廣東
省省長馬興瑞 16 日主持召開省推動企業復工復產工作暨重大工程建設項
目總指揮部全體會議，強調重點項目對於穩投資、促增長具有重要作用；
多渠道帶動和擴大有效投資，為經濟平穩增長提供堅實支撐。

新冠肺炎疫情持續，但灣區重大項目連
日來陸續吹響節後復工號角。其中，

作為連接灣區各地發展的大動脈，重點交通
項目建設快馬加鞭。在珠江口「深中通道」
項目施工現場，沿線控制性工程已經復工，
1,500 多名戴着口罩的工人正有序作業。預
計 2 月底前工程全線復工，屆時返工總人數
超6,200人。

橋樑進入主墩樁基階段

三角水資源配置工程全線 13 個施工標段、
23 個工區已經全部復工。「施工現場實施
封閉管理、全面進行衛生消毒等 7 項措施，
1,300 多名工人到崗。」工程建設單位相關
負責人稱，今年計劃實現盾構機始發 25
台，各類隧洞掘進累計 7,000 米，完成投資
31 億元。據悉，該工程從珠三角西部的西
江水系向東部地區引水，構建灣區各城市多
水源保障體系，包括作為供港應急備用水
源，提升香港供水的安全保障程度。

深中通道管理中心有關負責人介紹，目前該
項目建設涵蓋海面、陸上、空中等立體作業面。
其中，橋樑工程進入主墩樁基建設，沉管隧道
工程鋼殼製造正衝刺生產，為今年實現首個沉
管管節澆築奠定重要基礎。按照計劃，深中通
道將於2024年建成通車。
在高速公路工程項目中，包括深中通
道、廣佛肇高速公路佛山段二期等 10 個項
目已復工，預計本周內全省復工開工重點高
速項目超過 2,000 公里。而全省 19 個在建鐵
路項目也計劃在 2 月底前全部復工，目前已
有佛莞城際、廣州貨車外繞線等鐵路項目復
工。廣東省交通運輸廳介紹，今年計劃完成
交通投資 1,300 億元，到今年底全省高速公
路通車里程預計突破1萬公里。

水資源配置工程復工
作為粵港澳大灣區的重要民生保障，珠

■「深中通道」工程復工。圖為該工程伶仃洋大橋西主塔施工現場。

灣區部分工程復工進展
◆「深中通道」項目控制性工程已復
工，涵蓋海面、陸上、空中等立體
作業面，預計 2 月底前全線復工；
目前橋樑工程進入主墩樁基建設，
沉管隧道工程鋼殼製造正衝刺生
產。

2,000 公里；到今年底全省高速公
路通車里程預計突破1萬公里。
◆佛莞城際、廣州貨車外繞線等鐵路

◆廣佛肇高速公路佛山段二期等 10
個高速公路工程項目已復工，本周
內廣東復工開工重點高速項目超

◆珠三角水資源配置工程全線 13 個

項目復工，廣東 19 個在建鐵路項
目 2 月底前全部復工；廣東今年全
年計劃完成交通投資1,300億元。

施工標段、23個工區全部復工，今

■廣東省重點項目陸續復工，同時抓好疫情
防控。
受訪者供圖

達到峰值，但並不意味着達到峰值後馬
上下降。
「目前是否已經達到峰值還不確定，
還需要再觀察幾天。」鍾南山說，峰值
不等於「拐點」，疫情還有可能隨着務
工人員返程再次出現新的高峰。
但是鍾南山也表示，主要大中城市都
採取了強有力的措施做好出入人員的檢
查，因此返程帶來新的疫情高峰的可能
性不大。

武漢仍未完全阻止人傳人

■ 鍾南山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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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程帶
來新的疫情高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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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談到武漢疫情防控時，鍾南山表
示，武漢仍處於高患病率和高病死率，
病人總數佔全國 80%，病死率佔全國
95%以上，因此全國都對武漢進行支
持。
鍾南山指出，雖然做了很大努力，但
是武漢還是沒有完全阻止人傳人。方艙
醫院的建設對控制人傳人很有效果，同
時武漢正在加快排查疑似病例，這些舉
措都對全國的疫情防控有着積極影響。
相較全國其他地方，武漢病死率較

高。鍾南山認為，這與初期病人重複互
相感染、感染病例增速較快有關，醫護
人員無法在早期對病人進行氧療等適當
治療，病情發展到終末期才進入重症病
房，導致病死率高。

病毒持續損傷重症者肺部
隨着疫情發展，重症救治被擺在更加
重要的位置。國家衛健委要求，要把提
高收治率治癒率、降低感染率病死率作
為重中之重。
鍾南山說，目前重症救治確實存在一
定困難，特別是危重症病人救治難度相
較「非典」時期更大。「針對重症救
治，目前我們正在尋找更多有效的藥
物、探索新的方法。」鍾南山透露，將
在今日廣東省新聞發佈會上發佈近期中
藥用於治療新冠肺炎的最新結果。
新冠肺炎重症救治的主要困難在於病
情有着不同的發展規律，隨着危重症的
發展，病毒會持續損傷肺部，包括對肺
實質的損傷、肺的分泌黏液阻礙氣道通
暢等。

粵速復產磷酸氯奎 透解祛瘟顆粒亦將上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
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防控，醫藥物資保障至
關重要。在昨日舉行的廣東省政府新聞辦
發佈會上，廣東省藥監局負責人在介紹經
驗時表示，醫藥和防控物資的應急快速審
批，在廣東疫情防控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經過緊急攻關和審批，廣東迅速啟動磷酸
氯奎的復產，目前，已有兩家企業復產成
功，日產量以十萬計。
在昨日的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就醫療
救治工作發佈會上，科技部生物中心副
主任孫燕榮介紹，2 月 15 日，由科技
部、衛生健康委、藥監局等科研攻關組
的主要成員單位共同在北京組織召開了
一次視頻專家會，會議的專家組組長由
鍾南山院士擔任，若干位藥物研發和臨

床專家參與專家論證，共同研判磷酸氯
奎對新冠肺炎的療效。「基於前期臨床
機構所開展的研究結果，可以明確，磷
酸氯奎治療新冠肺炎具有一定療效。」
孫燕榮進一步指出，當前臨床救治需求
迫切，專家一致推薦應當盡快將磷酸氯
奎納入新一版的診療指南，擴大臨床試
用範圍。

停產 20 年再復工
廣東省藥監局副局長嚴振表示，磷酸
氯奎產品在 20 多年前已經停產了，在製
作流程和原材料上都存在一定困難。為
此，廣東多部門聯合，緊急調集資源，
並尋找攻關技術人員。最終，東莞眾生
藥業和廣藥白雲山光華製藥在技術攻關

◆廣州港在保障珠三角民生物資供應
的同時，推進南沙港區四期工程、
南沙港區糧食及通用碼頭擴建工
程、湛江港 30 萬噸級航道改擴建
工 程 等 ， 今 年 計 劃 投 資 近 39 億
元。

後能夠復產。
嚴振以眾生藥業為例稱，2月5號試產
成功，第二天就啟動復產，每天日產能
達到 10 萬片。「達到這個效果，應急審
批發揮很大作用。」

聯合攻關快速上市
嚴振還介紹，疫情發生後，面對相關
物資和藥品緊缺的問題，廣東先後緊急
研究制定《廣東省防控新型冠狀病毒感
染肺炎疫情所需藥品醫療器械行政許可
應急審批程序》等三個文件，對口罩、
防護服疫情防控急需藥品醫療器械實行
應急審批，全力以赴保障急需的醫用口
罩等藥械供應。應急審批效果很快顯
現，一些藥品和物資，投產和上市時間

明顯縮短。
嚴振介紹，疫情期間，廣州市第八人民
醫院中醫科主任譚行華團隊，在積累SARS
經驗基礎上，結合新冠病毒肺炎患者的實
際情況，認為該院的經驗方子透解祛瘟顆
粒治療輕症患者效果明顯。得知情況後，
廣東省藥監局迅速派出專人，與廣東省科
技廳、廣州市第八人民醫院，聯合攻關，
快速申報、審批和上市。
「應急審批形成了三個優勢，一是使
得透解祛瘟顆粒這一經驗方在一星期內
成為醫院用製劑藥『肺炎一號』；第二
是迅速委託技術水平較高的廣東一方製
藥公司來生產；第三就是批量下發到 35
家定點醫院調劑使用，包括廣東援武漢
和荊州醫療隊所在醫院。」嚴振說。

深圳首支中醫醫療隊趕赴雷神山

示，除湖北外，全國新增確診病總數已
連續 13 天下降。鍾南山認為，這表明中
國採取的強有力干預措施已經取得明顯
效果。
鍾南山介紹，其團隊建立的數學模型
將國家強有力干預措施和春節後務工人
員返程高峰兩個變量納入考量，這兩個
變量將改變疾病的自然發展規律。根據
該模型預計，2 月中下旬全國病例數將

年擬實現各類隧洞掘進累計 7,000
米，完成投資 31 億元，建成後可
作為供港應急備用水源。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方俊明

鍾南山：返程致新疫情高峰可能性不大
香港文匯報訊 據微信公眾號「南
方+」報道，昨日下午，國家呼吸系統
疾病臨床醫學研究中心主任、中國工程
院院士鍾南山在廣州醫科大學附屬第一
醫院與武漢前方的廣東醫療隊 ICU 治療
團隊再次開展遠程視頻會診，討論疑難
病例的治療策略，同時就全國疫情發展
趨勢、危重症救治發表看法。
昨日，國家衛生健康委發佈數據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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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昨日，由深圳市中醫
院、廣州中醫藥大學深圳醫院（福
田）、羅湖區中醫院、寶安區中醫
院、北京中醫藥大學深圳醫院（龍
崗）25 名醫護人員組成的深圳第
三批醫療隊正式出征，奔赴湖北武
漢雷神山醫院，這也是深圳首支
「中醫」醫療隊。截至2月17日，
深圳共派出 3 支醫療隊支援湖北，
總計55人。
按照廣東省安排，深圳從市區中
醫醫院選派 25 名中醫醫護人員與
廣東省中醫院 35 名醫護人員一起
組成國家第四批中醫醫療隊，赴湖
北武漢雷神山醫院支援醫療救援工
作。
17 年前，中醫藥參與 SARS 防
治，在縮短平均發熱時間、改善全
身中毒症狀、促進肺部炎症吸收、
降低重症患者病死率、改善免疫功
能、減少激素用量、減輕副作用等
方面都發揮了積極作用。而在本次
醫療隊物資上，也包括針灸、耳穴
壓豆、中藥防感香囊等，通過發揮
中醫適宜技術，幫助患者盡快恢
復。
「希望把中藥內服方劑、熏劑、
八段錦等深圳的經驗帶到湖北
去。」 北京中醫藥大學深圳醫院
（龍崗）重症醫學科中醫主治醫師
彭曉洪說， 16 日接到通知後，他
把未滿月的孩子和月子裡的妻子安
頓好，便整裝待發。

■深圳首支中醫醫療隊出征支援武漢。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