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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在中國國家呼吸系

統疾病臨床醫學研究中心主任鍾南山院士的主導和參與下，

「粵港澳大灣區疫苗產業基地」項目簽約儀式20日在廣東廣州

醫科大學呼吸疾病國家重點實驗室舉行。據悉，該項目總投資

10億元（人民幣，下同），主要開展流感疫苗、H7N9流感疫

苗、手足口疫苗等突發傳染病疫

苗的臨床研發和生產。鍾南山表

示，該項目將填補粵港澳大灣區

無流感疫苗生產企業的空

白。

西湖大學20日杭州揭牌

大灣區建首個流感疫苗生產基地
投資10億 聚合粵港澳醫療資源

鍾南山表示，粵港澳大灣區人口密度高，
交通發達，是新發傳染病的多發地和傳

播地。然而，在此之前，整個華南地區包括港
澳地區都沒有生產流感疫苗的國內企業，粵港
澳大灣區疫苗產業基地項目是填補空白、急市
場和社會發展所需，其應用前景、市場前景都
非常巨大。
鍾南山表示，從世界範圍來看，不少威脅人
類生命的高致命性傳染病，源自南北迴歸線之
間地帶，粵港澳大灣區恰好就位於這一條線

上。
「我有一個夢，成立粵港澳大灣區生物醫藥
促進會，三地形成合力，把生物醫藥行業搞起
來。」鍾南山說，廣東地區的臨床醫學能力很
強，香港在病源學方面有優勢，澳門善於用中
醫藥防禦治療呼吸疾病，三者結合起來，可形
成生物醫藥強勢主體。

擬3年實現產品上市
據了解，「粵港澳大灣區疫苗產業基地」將投

資超過10億元，計劃在廣州開發區徵地100畝啟
動項目基礎建設。一期投入資金4億元，主要開
展流感疫苗、手足口疫苗、H7N9流感疫苗、腺
病毒疫苗、呼吸道合胞病毒疫苗、新型廣譜通用
流感疫苗、腺病毒載體疫苗、MERS等新發突發
傳染病疫苗產品的研發、生產和銷售，意向在中
新廣州知識城內徵地100畝啟動項目基礎建設，
並在廣州和香港均成立研發中心，以整合粵港澳
三地生物醫藥學術資源。
該項目由廣州呼研所醫藥科技有限公司牽

頭，聯合銀諾克藥業、金宇生物、科學城創
投、安捷投資、金都投資等同行及金融企業簽
署了正式協議。
項目完成建設後，未來10年內每年完成至少
1個疫苗或1個抗體藥物品種的臨床申報、完成
至少1個疫苗、1個抗體藥物品種的臨床試驗，
10年內獲批上市品種達到10個。3年實現產品
上市，6-10年左右實現規模化的產品銷售，10
年內實現年產值超過20億元，並成為華南地區
重要的新發突發傳染病防控戰略平台。

大灣區大灣區快線 ■■粵港澳大灣區疫苗產業基地簽約現場粵港澳大灣區疫苗產業基地簽約現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茅建興杭州報道）西
湖大學成立大會20日在浙江杭州舉行，1957
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著名物理學家楊
振寧及夫人翁帆、1962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
學獎獲得者 Jams Watson 及夫人 Elizabeth
Waston、70餘位國內外校長及代表等出席了
大會。 韓啟德、袁家軍、杜玉波、楊振寧、
施一公共同為西湖大學揭牌，標誌着中華人
民共和國歷史上第一所由社會力量舉辦、國

家重點支持的新型研究型大學就此誕生。

規章制度採國際標準
全國高校設置評議委員會主任杜玉波現場
宣讀教育部賀辭，稱西湖大學的設立是社會
力量舉辦研究型大學的積極探索，也是服務
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積極行動，對中國
高等教育辦學體制改革創新，具有重要的意
義。西湖大學校長施一公發表題為《磨礪以

須，倍道而進》的致辭。
施一公表示，西湖大學以博士研究生培養

為起點，創造了中國高校從博士生再到本科
生培養的先例；聘任世界一流科學家，用一
流科學研究支撐拔尖創新人才的培養，希望
成為拔尖創新人才培養的搖籃。西湖大學所
有規章制度的設立都將遵循國際標準，在各
方面都將充分體現全球化的特色。
他指出，西湖大學將建設鼓勵創新的學術

評價體系。在這裡，對一位科學家的學術評
價主要看其研究是否劍指相關領域的最前沿
以及實質性進展。施一公還表示，西湖大學
將進行人才培養模式、科技評價標準和現代
大學管理機制的探索，虛心向海內外兄弟院
校學習、借鑒世界一流大學成熟的經驗，並
認真研判過去百年世界範圍內大學創立的經
驗和教訓，取其精華，充分發揮他們的後發
優勢。

20日下午，今年82歲的邵
子平終於回到魂牽夢縈了71
年的母校江蘇南京市琅琊路
小學。而因萬里奔波、跨國
尋找，終令1937年記錄南京
大屠殺的馬吉影片和《拉貝
日記》這兩件關鍵檔案文獻
重現的歷史功績，邵子平此
次重回母校，受到隆重接待
並被母校特別授予「傑出校
友」稱號。

1988 年起，在聯合國總部
從事人力資源與法規工作的
邵子平與一批美籍華裔熱心
人士，在美國紐約創立了
「紀念南京大屠殺受難同胞
聯合會」等機構，開始尋找
侵華日軍南京暴行的證據。

1991年7月，邵子平萬里奔
波找到馬吉影片。1996年12
月，他找到並向全世界公佈
了《拉貝日記》。正是這兩
件珍貴史料，推動了南京大
屠殺成為世界記憶遺產。

香港文匯報記者於2017年
底和2018年初在《大公報》
與《文匯報》刊登了「馬吉
影片」和《拉貝日記》重見
天日過程的專題報道。在參
採訪中，香港文匯報記者感
受到邵子平對母校南京琅琊
路小學念念不忘。經香港文
匯報記者與校方聯繫，成功
促成了邵子平此次時隔71年
之後的母校之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旻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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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子平（右）被授予「傑出校友」稱
號。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旻攝

台民眾籲兩岸同胞攜手護和平
台北20日秋祭白色恐怖死難者

在白色恐怖籠罩寶島的那個年代，許多懷
抱愛鄉愛國情懷和改造社會理想的兩岸

進步人士被當時台灣的獨裁統治者逮捕之
後，慷慨赴義，魂斷台北馬場町刑場，最後
被草草掩埋在六張犁的荒煙山嶺中。他們犧
牲時大都正值青壯年。
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經過長期努力
不懈的尋找，1993年終於在六張犁發現4個
棄葬區。犧牲者遺族家屬和互助會人士致力
維護墓區、掃墓追思親人，至今已25年。台
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總會長林燿呈表
示，再次回到幾乎被台灣社會遺忘的50年代
歷史遺蹟「馬場町刑場」，是為了追思當年
追求正義、國家統一而犧牲的革命烈士。近
兩年來，受難前輩和家屬們紛紛感到，民進
黨不斷製造並利用兩岸緊張情勢，打壓異
己，企圖限縮民眾權利，是一種「新威

權」，因此呼籲「反對新威權、兩岸要和
解、紅利同共享」。

望民眾以史為鑒
受難人二代、90後青年代表吳柏蒼表示，
近期大陸發佈了多項惠台措施，特別是落實
台灣同胞居住證的舉措，讓台青有了新希
望，前往大陸發展。事實證明，維持兩岸關
係和平發展是台灣經濟活絡的重要因素。作

為台青，他將繼承先烈遺志，為兩岸的和平
發展、和平統一而努力。
烈士李竹的女兒李女士則表示，祭祀活動

意義重大，她每年都會帶孩子來參加，讓年
輕人更加了解「二二八」起義的歷史，為兩
岸的和平發展而努力。
此次秋祭適逢六張犁棄葬區發現25周年，

活動現場還舉辦了「紅色青春、白色恐怖」圖
文展，內容包括「秋祭活動的舉辦史」「六張

犁無聲的證言」「白色恐怖平反運動」、以及
介紹受難人事跡的「青春戰鬥曲」等，希望通
過圖文展，讓更多民眾了解白色恐怖發生的前
因後果，以史為鑒，更好地把握未來。
秋祭會還發佈宣言指出，承認兩岸同屬
「一中」的「九二共識」是保證台灣安全的
根本，台當局應立刻停止以安全為名義的各
種違反人權的行動，記取歷史教訓，促進社
會和解，珍惜兩岸的和平交流。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
報道，台灣大學20日召開
校務會議。在校務會議中，
對於陷入僵局的校長遴選
案，台大主任秘書李心予說
明校長遴選案的進度，並表
示台大人員一向恪守相關規
定，再次確認管中閔當選台
大校長。台大堅守大學自主
理念，將以訴願及行政訴
訟，釐清大學自主。
台大校長當選人管中閔因

其藍營背景，被指涉及違規
赴大陸兼課、兼任私營公司
董事等爭議，自1月當選以
來尚未能上任。台灣教育部
門9月17日要求台大校長遴
選委員會，從校務會議推薦
的5位候選人重啟遴選。不
過，遴選委員會10月4日函
覆，要求提出法源依據，否
則難重啟遴選。
此外，台灣監察部門調查
台大校長遴選爭議案，認定
台大處理兼職流程有瑕疵。
台大代理校長郭大維研議修
正兼職準則，讓申請兼職的
教師經系所主管和校長同意
後，先與營利事業簽訂3個
月的短期契約，再於期限內
依程序簽訂長期契約，但因
與會代表對此案意見分歧而
未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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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台積
電20日在新竹縣立體育場舉辦運動
會，這是創辦人張忠謀退休後的首場運
動會，由董事長劉德音主持。劉德音致
辭時表示，為感謝員工們去年一年的努
力與貢獻，他和總裁暨副董事長魏哲家
要向辛勤奉獻的台積電員工們宣佈一個
小禮物：凡是在台灣今年5月31日前到
職，職級60到64的直接人員、職級20
到26的行政及技術人員及職級31到33
的工程師與管理師，共3.9萬名員工，
每人發給1.2萬元（新台幣，下同）的
紅包，共4.68億元。

台積電送員工
近5億大紅包

香港文匯報訊 據環球網報道，台灣「九合
一」選舉將近，就在各黨還在為選舉進行最後
造勢時，民進黨一名資深老黨員「倒戈」了。
綜合台媒消息，民進黨22年黨齡的高雄某電
台節目主持人張銘志日前在受訪時痛批，如今
的民進黨已背離民意，年底決定支持中國國民
黨籍高雄市長候選人韓國瑜。
據了解，張銘志以前曾經幫很多綠營政治人物

如陳水扁、謝長廷等人站台，還曾拿麥克風罵過
國民黨。但如今，民進黨老黨員突然「倒戈」支
持國民黨，原因為何？

不在乎被開除黨籍
張銘志說，他是老高雄人，當初支持民進
黨的理念「愛台灣」，認為要愛台灣就是要
支持民進黨。殊不知民進黨現在已經變質了，

不僅背離民意，讓高雄這座城市也失去了生
氣。
張銘志舉例稱，民進黨在高雄執政了20

年，但現在高雄很多道路的路面一下雨就出現
坑坑洞洞，有店面的人想做生意、想出租都沒
辦法，整個高雄市遍地都是「售租」的牌子。
高雄民眾為了多賺幾千元新台幣必須北漂。
「我們給民進黨20年了，所以我們沒有欠民

進黨半點，我們要的是顧肚子，我們要的是生
活！」他說。
如此痛罵民進黨，不怕被開除黨籍或被罵背

叛嗎？張銘志表示，早就沒繳黨費了，不在乎
是否被開除黨籍。至於會被罵「背叛」，張銘
志則表示，其實背叛台灣民眾的是民進黨。他
們認為韓國瑜這次會帶領高雄翻轉經濟，認真
拚經濟。

民進黨資深黨員倒戈挺韓國瑜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一

年一度的台灣「50年代白色恐怖秋祭

慰靈大會」20日下午在台北馬場町紀

念公園舉行，200多位關心「二二

八」起義和白色恐怖歷史的民眾一起

弔唁紀念犧牲的先烈，呼籲兩岸同胞

攜手維護和平，共享紅利。

■■一年一度的台灣一年一度的台灣「「5050年代白色恐怖秋祭慰年代白色恐怖秋祭慰
靈大會靈大會」」2020日下午在台北市馬場町紀念公園日下午在台北市馬場町紀念公園
舉行舉行。。圖為圖為20172017年舉行的台灣年舉行的台灣「「5050年代白年代白
色恐怖秋祭慰靈大會色恐怖秋祭慰靈大會」。」。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