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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會各界

正積極採用科技

方案應對疫情變

化，特區政府五

所指定研發中心

之一的納米及先

進材料研發院（NAMI），此前與初創公司合作研發

透氣度高、過濾功能達N95級標準的納米纖維口罩，

不單揚威國際發明展，更成功商品化於市面發售。

NAMI負責人在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透露，研發院

正致力協助業界研發納米材料的解決方案，並會針對

疫情向特區政府申請在公營機構試用多項「斥菌」技

術，希望可進一步協助社會善用科技抗疫防疫。

港罩揚國際 透氣更耐用
NAMI研「強化版N95」致力鑽研納米「斥菌」助抗疫

新冠肺炎疫情持續，本港市民每日「罩不離口」，外出工作
者更需佩戴一整天，有時難免感到侷促，使用透氣度較低

的N95口罩恐怕更加難受。為解決以上難題，NAMI與科技業界
合作研發納米纖維口罩，功能達N95級標準，且標榜透氣度特
高，方便長時間佩戴，有關發明於2016年獲得日內瓦第四十四
屆國際發明展榮譽銀獎，並已推出市面。

病疫肆虐顯納米口罩必要性
「戴N95口罩的保護性雖然較高，但因透氣度低，較難長時間
佩戴，對長者而言更是如此，這正是團隊當初希望攻克的課
題。」NAMI營運總監姚惠嫻介紹，研發院屬政府成立的非牟利
機構，在多個範疇都具備核心技術，納米纖維技術是其一。研發
院一方面會持續檢視這些技術的應用潛力，並會經常與業界溝
通，了解他們對前景的看法，以至遇到的困難或限制，因應需要
研發解決方案。
該口罩最初的設計原意亦是要解決業界所需，直至近月疫情到
來，口罩瞬間成了市民大眾的必需品。姚惠嫻坦言如今看來，更
是突顯了納米纖維口罩這項設計的優點及必要性。

斥菌技術可用性甚廣
創新科技署3月上旬在其「公營機構試用計劃」下推出項目特

別徵集活動，以支持防控疫情的產品開發和科技應用，並已於昨
日截止。姚惠嫻分享指，NAMI對此有不少構思，部分更已開始
跟相關公營機構接洽，尋求與技術相對應的試用場景。
「例如是一些斥菌技術或抗菌防塵納米塗層，可防止細菌殘留
表面或滋生，能應用在廁板、水箱、水渠、通風管道、交通工具
等；中心亦有研發自動清潔抗菌搪瓷板，搪瓷板在地鐵站、商場
等公眾地方都會用到，具備抗菌功能，無須常抹都可減少細菌殘
留，市民大眾都會比較安心。」她說。
就納米斥菌塗層而言，姚惠嫻表示，測試證明能防止多種病原
體黏附在物件表面，包括大腸桿菌、金黃葡萄球菌及流行性感冒
病毒。同時，中心針對是次疫情亦會積極進行一系列測試及檢
測，了解有關技術抵抗新冠病毒的效能，包括檢測它在材料表面
的存活狀況，以及在各種不同檢體或環境可能具備的存活能力。
研發院的另一成果「超HEPA等級過濾膜」目前已於「公營機
構試用計劃」下收集實地數據，包括於土木工程拓展署政府大
樓、科學園洗手間及民航處圖書館三處試用，「辦公室一般有固
定人員出入，洗手間的細菌量較高，圖書館則有機會有不同公眾
團體參觀，三類環境不一，方便我們取得更全面數據。」姚惠嫻
相信，數據將有助加快應用和生產。

面對各類醫護物
資短缺，市民大眾日
益重視「香港製
造」，支持以本地生
產應對社會急切需

求。姚惠嫻強調，NAMI一向積極
鼓勵合作公司在港落地生產成品，
近年所見亦有愈來愈多公司願意投
資成立生產線，配合政府多項資助
及推動，只要得到廣大市民支持，
相信將可大力推動本港科研應用及
生產發展。
姚惠嫻表示，是次疫情令「香港

製造」成為社會熱門話題，「看到
廣大市民都期望見到更多，香港研
發大家都會覺得光榮，香港製造大
家亦有更大信心。我們的口罩正是
一例，不需要依賴他人，可以自己
供應。」不過，她亦期望市民大眾
可以將眼光進一步拓闊，不止着眼
口罩生產，其他本地科研產品都值
得關注。
事實上，近年本地研發及生產漸

見積極，「現在其實已經多了很多
『香港製造』研發產品，單計跟我
們中心合作的，都數到6款至 7
款。」她認為整個社會氛圍都有明
顯改變，不但有更多公司願意投資
研發項目，完成項目後亦願意繼續
投資成立生產線。
政府方面的資助及推動亦有增

加，例如推行政府採購政策改
革，鼓勵更多政府部門採用新技
術等，又例如「公營機構試用計
劃」，創新科技署會協助申請單
位尋找相應部門的對接人員，種
種措施均有助推動產品開發和科
技應用。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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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中
學文憑試筆試不足兩周就要開考，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昨日表示，目前
維持4月24日開考的機會似乎非常
大，倘若其間發生大型爆發，未能
阻止病毒擴散，則會考慮再推遲考
期。
楊潤雄在電台訪問中指出，本月

24日開考仍然是目標，視乎目前疫
情，「似乎維持4月24日開考機會
非常大。」除非發生大型染疫，則
考期要再推遲，而是否再推遲開考
須作整體考慮，包括每日確診數

字、多少是輸入或是本地個案，後
者有無尋找到源頭等。

中學料最快下月底才能復課
他表示，局方已就本月24日開考
做好準備，最近商討試場的廁所安
排，包括要求學校開放所有廁所，
編排考生去不同樓層廁所以縮短輪
候時間，及盡量安排考生提早入試
場，以免他們在試場外聚集。由於
中學要作文憑試試場，楊潤雄指中
學最快要至5月底才可能復課。
楊潤雄前晚在社交網站表示，

局方早前引薦香港家庭教育學院
總監狄志遠團隊「SOSo Mask」
與小學學界洽商，為全港資助小
學供應中童口罩。團隊成員黃俊
瑯表示，口罩於香港製造，早前
已取得歐盟第一級驗證，預計本
月底至5月中可向資助小學校長會
提供110萬個中童口罩，每個售價
3元，並強調是盡量以成本價出
售，非為賺錢。
香港資助小學校長會名譽主席張

勇邦表示，早前已經公開要求局方
協助，有不少製造商與他們接洽，

了解過不同製造商後，考慮到狄志
遠之前有與教育界合作的經驗，對
其團隊較有信心，並考慮過質量及
價錢，而有關購買過程已跟足程
序。
就外界關注教育局引薦口罩製造

機構之準則等，教育局發言人表
示，鑑於早前收到小學學界反映在
採購兒童口罩時遇到極大困難，局
方致力提供協助，包括聯繫學校議
會及本港生產兒童口罩的機構，讓
雙方直接洽商，教育局無參與雙方
往後的合作討論。

楊潤雄：DSE 24日開考機會極大

■工程師示範納米纖維製作過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姚惠嫻分享納米研發院多項研發產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特區政府近月積極採用科技方案，鼓勵本港大學及相
關科研機構積極提出抗疫項目。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茨日前在接受中
央電視台訪問時表示，非常感謝武漢
人民在疫情中作出的犧牲。國家主席
習近平較早前在回信中，曾肯定蓋茨
基金對中國防疫工作的支持。病毒無
國界，全球面對新冠肺炎病毒的共同
威脅，必須團結一致，互相支持，凝
聚正能量，以國際合作抗疫，共同構
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一定要放棄政治
化操作，不能讓政治化干擾全球抗疫
合作，損害全人類的安全和利益。

比爾蓋茨早前致信國家主席習近
平，讚揚中國政府和人民在抗擊疫情
中的表現，表示堅定支持中國打贏這
場關鍵戰役。習主席其後回信，感謝
蓋茨基金會對中國防控疫情工作的支
持，並呼籲國際社會加強協調、共同
抗擊疫情。比爾蓋茨前日接受央視訪
問，更直接表達對武漢人民為抗疫付
出巨大代價的感謝。在中國疫情告急
之時，由蓋茨夫婦成立的蓋茨基金
會，捐款500萬美元，支持中國抗擊新
冠肺炎疫情，之後承諾最高捐款1億美
元，部分用於直接幫助中國加速在藥
物、疫苗及診斷方法研發等工作。蓋
茨並去信習主席，讚賞中國抗擊疫情
的表現，堅定支持中國打贏這場仗。

疫情發生以來，中國本着公開、透
明、負責任的態度，及時發佈疫情信
息，及時主動同世衛組織和包括美國
在內的其他國家分享有關病毒基因序
列，分享自身防控和診療經驗。針對
疫情，習主席提出堅定信心、同舟共
濟、科學防治、精準施策的總要求，
舉全國之力進行防控，取得了重大成

效。在做好國內抗疫工作的同時，中
國對80多個國家和地區以及世衛、非
盟等國際組織提供緊急援助，包括檢
測試劑、口罩等醫療物資；並已組建
多支醫療專家組奔赴伊朗、塞爾維
亞、意大利、柬埔寨等國馳援抗疫，
為不少病毒肆虐的國家雪中送炭，展
現出負責任的大國形象。

習主席一再倡議共建人類命運共同
體。在疫情向全球蔓延之際，戰勝關
乎各國人民安危的疫情，團結合作是
最有力武器，也是切切實實踐行構建
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上星期，中
國共產黨同世界上100多個國家的230
多個政黨發出聯合聲明，呼籲各國應
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
位，採取果斷有力措施遏制疫情蔓
延，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加強
國際合作，相互支持和幫助，匯聚全
球資源和力量，堅決打敗新冠肺炎病
毒這一人類的共同敵人。

在全球攜手抗疫的同時，國際上一
些反華勢力，不是全力以赴做好防疫
工作，而是將公共衛生問題政治化，
將新冠病毒污名為「中國病毒」，罔
顧事實詆毀中國隱瞞疫情，企圖把本
國防疫失誤的責任「甩鍋」中國，用
心險惡，對本國國民、對全世界極不
負責。

在疫症威脅下，任何國家都不可能
獨善其身，中國採取實際行動，與各
國共同抗疫；世界各國政府、人民和
有識之士，也願意與中國真誠合作，
抵制將疫情政治化，為全人類戰勝疫
情不懈努力。

摒棄政治化干擾 國際真誠合作抗疫
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市民因避疫所需困在家中

多時。昨日復活節假期展開，不少市民趁假期外
出活動，到商場食肆消費，部分郊野公園及離島
更出現人山人海的現象。特區政府落實嚴格的
「限聚令」，敦促市民保持社交距離，控疫初見
成效，但現時仍未到鬆一口氣的時候，近日新加
坡疫情再度告急，正正提醒本港千萬不能忽略保
持社交距離的重要性，仍要有打持久戰的心理準
備，繼續嚴陣以待，切勿放鬆防疫的意識和措
施。

近一周以來，本港每日新增確診個案維持20宗
左右，近兩日更低至20宗以下，本港一度反覆的
疫情又穩定下來。受疫情影響，本港學校停課，
不少企業或停工，或進行居家工作，大多數市民
為安全起見留家避疫。個多月居家避疫，生活難
免沉悶，適逢公眾假期，又遇上天清氣朗，不少
市民重拾平時喜愛的活動，一家老少外出飲茶、
行街，或三五知己到郊野公園行山。儘管大多數
人都有戴口罩，遵守保持社交距離的指引，但也
出現人頭湧湧的情況，有人更放鬆了戴口罩的防
疫警覺。

雖然本港疫情有所好轉，但挑戰仍不可低估，
遠未到可以輕鬆的時候。香港大學感染及傳染病
中心總監何栢良表示，雖然確診個案有下降趨
勢，但問題未曾解決，「勿太早開心。」衛生防
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亦擔心，大批市民因
假期放鬆而聚集，可能會有隱性傳播，本港可能
會有第二波爆發。

本港3月中由於有大量海外港人返港，受輸入性
傳播影響，本港新增確診個案每日以五六十宗的
幅度上升，疫情有失控之虞，情況令人擔憂。因
應疫情變化，政府自3月 28日推出「限聚令」，
禁止 4 人以上聚集，先後緊急叫停酒吧、卡拉
OK、健身中心、遊樂場所等行業經營，規管食肆
營運，並加強執法檢控，堵塞防疫漏洞。由今日

起，「限聚令」更延長至本月23日，以及強制關
閉美容院和按摩院。正因為政府採取了嚴格的社
交限制措施，本港的疫情才回復穩定。

本港和新加坡本來防疫工作都做得不錯，曾獲
得世衛組織的讚揚。但是，近日新加坡的情況迅
速轉差，近一周內就增加了 400 例的社區傳播案
例，4月9日一天就新增了287起確診病例，創下
單日最高增幅紀錄，當中有過半確診個案來自外
來勞工的宿舍感染群。新加坡大範圍社區傳播的
風險越來越高，新加坡國立大學公共衛生教授傑
瑞米林（Jeremy Lim）指出，與沒有出現第三波
社區傳播的香港相比，新加坡政府過於着重在維
護經濟運作，忽略了保持社交距離的重要性。相
形之下，香港採取了更嚴格的社交距離政策，例
如關閉學校、政府機關與遠端工作。國家衛健委
高級別專家組組長鍾南山也曾指出，歐美國家沒
有嚴格限制民眾的社交距離，令封城措施未奏
效，新冠肺炎疫情沒明顯消退。他認為歐美國家
的封城令應更深入社區，嚴格限制民眾的社交接
觸。

本港疫情得以回落，得益於採取了較嚴格的控
制社交距離措施，並配以執法約束，較有效地截
斷了疫症社區傳播。但是，本港社會也因此付出
巨大代價，不少企業因防疫需要而被迫停業，收
入一落千丈，甚至面臨倒閉的風險，打工仔就飯
碗難保，政府推出兩輪抗疫基金，金額高達2,000
億元，協助企業、市民渡過難關，但經濟、企
業、打工仔受到的衝擊短期內難以復元。

由此可見，本港疫情的穩定來之不易，是全社
會作出巨大犧牲換來的，廣大市民必須珍而重
之，不能半途而廢，令防疫前功盡棄，現在更要
自覺遵守「限聚令」，聽從專家的呼籲，保持社
交距離，為保護自己和別人，保住防疫向好的態
勢，再忍耐一段時間，積極配合政府的防疫工
作，共同推動本港早日打贏「抗疫戰」。

防疫勿鬆懈 社交距離須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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