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12月
BNCT實驗裝置首次打靶成
功獲得中子束流

2020年
利用BNCT實驗樣機開展相
關核心技術的實驗研究、適
應症研究，優化裝置綜合性
能

2021年
在東莞市人民醫院安裝完成
中國自主研發臨床BNCT設
備

2022年
完成醫療器械檢測，開展臨
床實驗

2023-2024年
完成臨床實驗，獲取醫療設
備註冊許可證和生產許可
證，進入市場、服務國民健
康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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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治療方法優勢對比
方法

生物殺傷力

生物靶向性

建造費用

設施佔地

需治療次數

治療人數
（人/台/年）

患者花費
（元/年）

單位：元人民幣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

常規放射治療

低

無

1,000萬元

小

約30次

約1,600人

約2萬元

質子治療

中

無

5億元

大

約30次

約1,600人

約30萬元

重離子治療

高

無

10億元

最大

約10次

約1,400人

超30萬元

BNCT

高

高

1億元

中等

約1-2次

約2,500人

約1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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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東莞報道）13日，位於中國科學院

高能物理研究所（簡稱「高能所」）東莞分部的加速器硼中子俘

獲治療（簡稱BNCT）實驗裝置獲得了8位來

自放射醫學、粒子加速器、中子物理與技

術、硼藥等領域的評審專家肯定，標誌

着中國在癌症治療高端醫療設備整機

技術開發方面取得了又一重大成

果。目前，該裝置已啟動首輪細胞

實驗和小動物實驗，正式投入臨床

使用後將大大減輕治療癌症對正常

細胞的損傷，且治療成本控制在10

萬元（人民幣，下同）左右。第二台

BNCT臨床設備已在設計和研製階段。

中國研中國研硼中子治癌新法報捷硼中子治癌新法報捷
首台實驗裝置在莞啟動物實驗 療程短成本減副作用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方俊明廣州
報道）作為粵港澳大灣區鐵路交通重
點項目，廣州南沙港鐵路跨西江斜拉
橋日前順利合龍，該斜拉橋工程是目
前世界雙線貨運鐵路建設史上同類型
的「世界第一跨」，其合龍標誌着該
鐵路全線重難點控制性工程建設獲重
大突破，為全線最快於今年底建成通
車奠定基礎。
據最新規劃，南沙港鐵路正線全長

約88公里，途經江門、中山、佛山及
廣州四市，為雙線貨運鐵路（正在辦
理變更增加客運功能），將主要承擔
中南、西南地區外貿貨櫃、能源及重
要原材料運輸任務。
今次合龍的跨西江斜拉橋全長超

1,100米，主跨跨徑600米，設兩座H型
橋塔，塔高分別為208米和200米，共
有96對斜拉索，是南沙港鐵路全線施工
難度最大、安全風險最高的工點之一。

鐵路建成通車後，將打通大灣區海
鐵公聯運「最後一公里」，助力廣州
成為世界級鐵路物流樞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方俊明珠海
報道）澳門企業中國建築工程（澳
門）有限公司日前中標珠海橫琴公開
招投標工程項目，這是《珠海經濟特
區橫琴新區港澳建築及相關工程諮詢
企業資質和專業人士執業資格認可規
定》實施以來，港澳建築企業在珠海
橫琴以公開招投標形式中標工程項目

的首個案例。截至目前，橫琴已發出
相關備案認可書115份，共有21家企
業（香港4家，澳門17家）和94名專
業人士（香港20人、澳門74人）合
法備案。
取得港澳建築及相關工程諮詢等相

應資質的企業和執業資格的專業人
士，向橫琴新區建設主管部門提出申

請，並經合法備案後，無需再轉換資
質，即可在橫琴自貿片區範圍內直接
為市場主體提供服務。
橫琴新區工商部門已為兩家港澳建

築企業頒發類型為「承包工程」的商
事主體營業執照，實現建築企業憑港
澳資質直接在內地提供服務。此外多
部門組建聯動服務工作專班，為相關
企業和人士提供「備案—註冊—辦稅」
一條龍便利化服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寶儀 廣州報道）囊括
西關美食、粵劇文化、廣
味工業等元素的廣州老字
號文化遊徑和精品旅遊路
線昨日在廣州文旅大講堂
．2020夏季大會上正式
發布，多家文化旅遊業界
機構和組織同時倡議發起
廣州文旅助推老字號振興
發展計劃，未來將鼓勵老
字號企業開展產品創新、
引入時尚流行元素，並籌
備推出老字號文旅手信時
尚榜單，促進老字號企業
發展創新。
廣州產權交易所與廣州

國資國企信息與品牌綜合
服務中心同時簽訂戰略合
作協議，雙方將按照市場
化運作模式，進一步在老
字號服務信息互通、資源
共享、協同創新等方面開
展實質性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由廣東外語外貿大學
金融學院院長易行健領銜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國際金融中心
的策略研究》指出，粵港澳地區作為新興的灣區經濟體，與國
際三大灣區相比，金融業發展水平存在較大差距，表現在金融
服務業佔比不高、金融產業鏈不夠成熟、金融中心競爭力評價
指標未達國際化水準三個方面。粵港澳大灣區的三個金融中心
（香港、深圳和廣州），除了香港地位的特殊性之外，深圳和
廣州的競爭優勢遠遠低於其他灣區的金融中心。不過具有競爭
力的國際金融中心單一，香港對大灣區的金融輻射範圍只有130
公里左右，無法覆蓋除廣深以外的灣區城市。專家建議，粵港
澳大灣區應充分利用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優勢，在金融合作和
金融開放基礎上加快推進國際金融樞紐建設。
報告認為，以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優勢帶動粵港澳大灣區的
國際金融樞紐建設、加強灣區內的金融合作是具有積極意義
的。粵港澳大灣區其他城市可以通過金融合作加強與香港的聯
繫，利用香港優勢發展灣區內的金融中心。與此同時，粵港澳
大灣區由於產業的多樣性，應該通過核心金融中心帶動，多金
融中心共同發展，並進一步增強粵港澳大灣區的金融市場聯繫
程度，提高國內金融中心的競爭力，促進粵港澳大灣區進一步
發展。

專家倡以港為中心
加強灣區金融合作

南沙港鐵路「世界第一跨」合龍

橫琴落地港澳建築企跨境執業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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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帥誠東莞報道）由於
強中子源通常僅在大型科研實驗室才能找
到，因此幾十年來BNCT發展緩慢，目前全
世界基於反應堆的BNCT臨床試驗只有1,400
多例。而此次中國研發成功的BNCT裝置屬
於射線裝置，可以在人員密集區域的醫院內
使用，「今後可往市、縣一級拓展，在較廣
的範圍實現個性化與例行性的BNCT治療，
有廣闊的應用前景和深遠的發展潛力。」中
國散裂中子源工程總指揮、中國科學院院士
陳和生說。
他還透露，目前科研人員正在利用這台實

驗裝置開展BNCT相關核心技術的實驗研
究，優化裝置的綜合性能。計劃通過開展細
胞和動物實驗，更大規模地開展BNCT適應
症研究，為新一代硼藥的研發和動物實驗提
供相應的實驗環境。同時，通過動物安全性

驗證，為後期臨床試驗奠定基礎。
對於何時投入臨床使用這一民眾普遍關注

的問題，陳和生表示，在成功研製國內首台
BNCT實驗裝置的基礎上，高能所與東莞市人
民醫院合作開展了第二台BNCT臨床設備的
設計和研製，有望很快進入臨床試驗，依規
逐步開展臨床治療。「希望2023年至2024年
能拿到醫療許可，預計在四年後投入臨床運
用。」

盼港參與助力研發
另外，可以預見的是，未來BNCT在東莞投

入臨床使用，將輻射整個大灣區的醫療系統，
港澳人士也將同樣受惠。「中國散裂中子源的
建設過程中有香港高校科研團隊的參與，我們
希望BNCT接下來的研發有香港助力。」中國
散裂中子源工程副經理傅世年說。

臨床試驗落地東莞
未來輻射港澳患者

■硼中子俘獲治療實驗裝置的治療室終端。
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攝

■■科研人員給實驗科研人員給實驗
小鼠注射含硼藥小鼠注射含硼藥
物物。。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南沙港鐵路跨西江斜拉橋合龍南沙港鐵路跨西江斜拉橋合龍。。

■■中國中國BNCTBNCT布局示意模型布局示意模型。。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中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日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日
前召開發布會稱前召開發布會稱，，該所東莞該所東莞

分部研製成功中國首台自主研發分部研製成功中國首台自主研發
BNCTBNCT實驗裝置實驗裝置。。

首個產業化項目首個產業化項目
20182018年年，，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廣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廣
東東莞建成了中國首台散裂中子東東莞建成了中國首台散裂中子
源源，，在加速器和中子技術方面有在加速器和中子技術方面有
得天獨厚的優勢得天獨厚的優勢，，此次研發成功此次研發成功
的的BNCTBNCT裝置就是利用中國散裂裝置就是利用中國散裂
中子源相關技術催生的首個產業中子源相關技術催生的首個產業
化項目化項目，，對於示範帶動散裂中子對於示範帶動散裂中子
源關聯產業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源關聯產業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同時也意味着大科學裝置在基礎同時也意味着大科學裝置在基礎
研究和應用研究之外研究和應用研究之外，，其設計和其設計和
建造也將促進相關產業發展和技建造也將促進相關產業發展和技
術革新術革新。。
去年去年1212月月，，BNCTBNCT實驗裝置首實驗裝置首

次打靶成功獲得中子束流次打靶成功獲得中子束流，，證明證明
了中國自研設備加工製造與安裝了中國自研設備加工製造與安裝
調試的高質量和高可靠性調試的高質量和高可靠性。。

有效治多種癌症有效治多種癌症
中國散裂中子源工程副經理傅中國散裂中子源工程副經理傅
世年接受採訪時表示世年接受採訪時表示，，BNCTBNCT是目是目
前國際最先進的癌症治療手段之前國際最先進的癌症治療手段之

一一。。治療時先給病人注射一種含治療時先給病人注射一種含
硼的藥物硼的藥物，，這種藥物與癌細胞有這種藥物與癌細胞有
很強的親和力很強的親和力，，會迅速聚集於癌會迅速聚集於癌
細胞內細胞內，，相當於給癌細胞做相當於給癌細胞做「「標標
記記」，」，而在其他組織內分布很而在其他組織內分布很
少少。。隨後給病人進行中子照射隨後給病人進行中子照射，，
時長在時長在11小時內小時內，，整個治療過程一整個治療過程一
般只需照射一次般只需照射一次。。當照射的中子當照射的中子
被癌細胞內的硼俘獲被癌細胞內的硼俘獲，，產生高殺產生高殺
傷力的傷力的αα粒子和鋰離子粒子和鋰離子，，便可精便可精
準準「「殺死殺死」」癌細胞癌細胞。。
「「αα粒子和鋰離子射程很短粒子和鋰離子射程很短，，只只

有一個細胞的長度有一個細胞的長度，，所以只所以只『『殺殺
死死』』癌細胞而不損傷周圍細胞組癌細胞而不損傷周圍細胞組
織織。。對於腦膠質瘤對於腦膠質瘤、、黑色素瘤和頭黑色素瘤和頭
頸部復發腫瘤頸部復發腫瘤，，BNCTBNCT是非常有效是非常有效
的治療手段的治療手段，，並試治肝癌並試治肝癌、、肺癌肺癌、、
胰腺癌等臟器腫瘤胰腺癌等臟器腫瘤。。」」
傅世年特別指出傅世年特別指出，，相比傳統化相比傳統化

療治療療治療，，BNCTBNCT治療整個療程一般治療整個療程一般
僅需一次照射治療僅需一次照射治療，，患者花費約患者花費約
在在1010萬元左右萬元左右，，且治療全程副作且治療全程副作
用小用小，，無痛苦無痛苦。。目前目前，，該裝置造該裝置造
價約一億元價約一億元，，
價 格 低 於 質價 格 低 於 質
子子、、重離子裝重離子裝
置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