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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大港大參與粵科研 獲年度大獎
【香港商報訊】記者李苑立、黃裕勇報道：25 日，
廣東省科技創新大會在廣州召開，會上頒發了 2019 年
度廣東省科學技術獎。包括廣東省科學技術獎自然科
學獎一等獎 12 項，二等獎 12 項；技術發明獎一等獎 9
項，二等獎 5 項；科技進步獎特等獎 1 項，一等獎 29
項，二等獎 105 項。此外，授予來自法國等國的 4 名
外國專家科技合作獎。
2019 年度廣東省科學技術突出貢獻獎的獲獎者分別
為：中國工程院院士、亞太材料科學院院士、華南理
工大學教授王迎軍，中國工程院院士、國內外著名海
洋生態工程專家、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所長、研究
員張偲。王迎軍發明的個性化精準修復成套技術應用
於臨床，降低手術難度，提高修復精準度，使很多複

雜難治病症得到治療。張偲積極推動熱帶海洋生態工
程技術在廣東落地應用，並首次提出 「海洋透鏡」新
理念。
香港理工大學的張信義、張吉岩、陳王麗華在鈣鈦
礦鐵電材料的研究與應用方面，與廣東工業大學合
作，獲得自然科學獎一等獎。香港大學亦有專家參與
廣東省的科研項目獲獎。

金域醫學膺科技進步一等獎
憑藉在罕見病診斷領域的技術優勢，第三方醫檢行
業領軍企業——廣州金域醫學檢驗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的研究成果《罕見病實驗診斷關鍵技術創新與規模應
用》榮獲廣東省科技進步一等獎。

金域醫學研究成果通過對生命組學單一技術創新和
多組學技術整合，解決罕見病實驗診斷關鍵技術標準
化、規模化應用的問題，建立中國人群的樣本庫和數
據庫，取得了系列科學發現，系統性地提高罕見病的
診斷水平，提升了診斷效率。
金域醫學依託一年近 6000 萬檢測的大樣本量，積累
大量的罕見病陽性病例。通過對這一數據庫進行價值
挖掘，金域醫學開展技術攻關，研究罕見病精準診
斷，並將成果規模化應用。
目前，這一研究成果已經通過金域醫學集團 37 個省
級醫學實驗室網絡向全國推廣和應用，覆蓋了全國 31
個省市、90%以上人口所在區域的 2 萬多家醫療機
構。

粵督復工紅利應享盡享
深圳陸續出台暖心政策

【香港商報訊】記者李苑立、徐
紅、王曉蕾、姚志東報道：記者從
25 日廣東省政府新聞辦公室舉行的
防控疫情新聞發布會上獲悉，該省
近期出台的支持個體工商戶復工復
產系列措施見效，全省 710 餘萬個
體戶復工率已達 97%左右。為了讓
廣大個體戶在政策紅利上應享盡
享，近期將大力監督力度，確保政
策落實 「最後一公里」 。
同日，深圳市政府新聞辦召開新
聞發布會，福田、南山、寶安、龍
華四區區長分別介紹了疫情防控和
復工復產、復市復消情況。在 「後
疫情時代」 ，深圳還將會有一攬子
政策措施，力求讓企業放心，讓民
眾暖心。

深圳四區 「硬核」 發力

福田
出台戶外營銷場所工作指引，在全區 10 個街道
選定條件成熟、可集中設置戶外消費的區域作為健
康消費專區，鼓勵咖啡、奶茶、甜品、酒吧等輕食
餐飲類商家開展戶外營銷，打造十大自然風健康消
費專區。
南山
慧擇保險、道通科技成功登陸資本市場，區上市
企業增至 166 家；華強方特、分期樂兩家公司，拍
得 2 宗土地，總價超 20 億元；騰訊、順豐、盒馬
鮮生等企業逆勢增長，帶動南山區 1-2 月營利性服
務業增長 6.9%。
寶安
通過法援服務、上下游企業相互配套，以及行業
協會專業幫扶來打通渠道，已給 230 家企業出具
365 份不可抗力證明，合同金額達到 21.8 億美元；
開工籌建保障性住房 1.5 萬套，今年會供應 7000
套，料招攬 2 萬名以上高端人才落戶。
龍華
迅速組建起涵蓋原材料、口罩機、防護服等全產
業鏈生產線，基本滿足了本區疫情防控物資需求。

深圳龍崗區天安雲谷上班高峰期的人潮。

粵個體戶復工率達 97%

深圳四區各有亮點

廣東省市場監督管理局局長麥教猛當日介紹，廣
東共有市場主體約 1274.7 萬戶，其中個體工商戶佔
比約 56%，在 710 萬戶左右，吸納就業人口超過
1500 萬。
近五周的數據統計顯示，廣東省內的農貿、食
品、防疫用品等多個行業的個體工商戶復工率均已
超過 97%，最新一周的復工數據增幅達 250%，還不
斷有新的個體工商戶湧現，顯示出了行業在復蘇，
信心在提振，市場在積聚。
據悉，廣大個體工商戶逐步復工後，仍面臨着招
工難、減租降費難、市場開拓難、資金周轉難等問
題。廣東市場監管部門已着手組織力量指導個體戶
辦理銀行貸款、減免社保費、減免稅費、減免租金
等，並加大辦理渠道宣傳，讓個體戶充分利用 「粵
商通」、廣東省中小企業融資平台、政務服務網等
平台，及時合規申請各項優惠措施。
麥教猛表示，廣東已督促各地加大指導力度，確
保個體戶在政策紅利中應享盡享。同時，還會加強
對水電氣價格的監督，嚴打發 「疫情財」的各類違
法行為。

深圳商貿大區福田，華強北商圈復工率 98%，日
均人流量 20 萬；商業步行街日均人流量超 10 萬，
基本恢復往日水平；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企業復工
率達 98.7%；華強北 22 個專業電子市場 100%復工。
深圳市委派駐福田街道指導服務組和福田街道黨
工委、辦事處近日舉辦復工復產惠企政策廣場宣講
會，深度講解了深圳市惠企 16 條、福田區福企 11
條和福企新 10 條等內容，吸引了轄區 393 家企業代
表現場參加、6500 家企業代表在線收看。
這次疫情，對於南山區的企業來講，可謂 「危」
「機」並存。騰訊、大疆、優必選等科技企業，運
用人工智能、大數據、雲計算等前沿技術，研發生
產了喊話無人機、送餐機器人、AI 測溫儀等一系列
產品，在幫助抗擊疫情的同時，也實現了自身發
展。現在，疫情還在世界各地蔓延，南山主動牽線
搭橋、引導企業抱團 「出海」，搶佔國際市場，大
疆創新在意大利、西班牙等國，運用無人機進行空
中消殺、物資投遞等，在海外展現了深圳企業的科
技硬核實力。
從缺工、缺口罩、缺資金、缺供應鏈和缺訂單的
「五缺」，到工業製造企業復工率高達 90%，寶安
區有疫情重點地區人員 44 萬人，佔全深圳市第一，
其中有 17 萬人是產業工人，該區出台產業政策，希
望在企業和員工之間找到平衡，讓所有員工能安心
在疫情相對嚴重區域安心生活，同時政府給予一定
補貼，減輕企業負擔。
龍華工業產值佔全區產值六成，中小微企業數量
眾多，復工復產任務艱巨。繼兩次開展 「百萬口罩
助力企業復工復產」活動後，龍華區還籌集 60 萬隻
口罩，免費派送給轄區規上商貿企業和 1.6 萬多家
「
三小場所」。

服裝第一省料淡至 8 月
會上，廣東省服裝服飾行業協會會長卜曉強預料
疫情對全省服裝行業的衝擊可能持續到 8 月份。卜
曉強說，截至目前，省內重點紡織服裝專業市場的
開市商鋪數已超過六成，但採購商客流下降、商品
流通不暢、流動資金緊張等問題仍然困擾市場復
蘇。卜曉強說，除了為商戶適當減租，協會已倡議
發起 「廣東服裝一起尚」公益助企在線促消費行
動，搭建了京東、天貓海外、1688 等 15 家在線平
台，招募了 1 萬名校園潮流推手開展網絡大促銷。

金域醫學臨床質譜檢測中心已發布全國 110 萬例遺
傳代謝病檢測大數據研究分析。

深圳率先投用
口罩自助售賣機
【香港商報訊】記者童越報道：一款自主開發的
基 於 雲 計 算 + 物 聯 網 技 術 的 「口 罩 智 能 管 理 系
統」，目前已應用到深圳灣口岸和深圳南山科技園
區，並將於 26 日投放到深圳機場。
推出此款系統的深圳市耀藍科技有限公司相關負
責人介紹，耀藍科技與口罩廠商達成合作，給小
區、寫字樓等場所購買到優質、安全、實惠的醫用
外科口罩提供管道，同時在這些場所設置廢棄口罩
智慧投放箱，定點投放處理廢棄口罩，引導居民形
成良好的口罩投放習慣，減少廢棄口罩亂扔造成的
二次感染。
據悉，耀藍科技下一步將為深圳醫療行業、生活
小區、學校、商場、交通樞紐等公共場所提供口罩
智能管理的產品設備和解決方案，服務於深圳全市
的復工復產和學校的復課。該系統還將廣泛應用到
深圳各區，以杜絕廢棄口罩亂扔造成的資源浪費和
二次感染。
據介紹，該系統可以實現口罩自動購買功能，同
時廢棄口罩投放箱具備雙重殺毒、消菌功能，可對
廢棄口罩進行回收處理，避免二次污染。記者在深
圳軟件園現場看到，基於該系統推出的口罩智能自
助售賣機與廢棄口罩智能投放箱，對於將廢棄口罩
投放到投放箱的用戶，在購買新口罩時實行優惠。

設置在深圳灣口岸的智慧口罩回收倉

專家期人工智能
助研發特效藥
【香港商報訊】記者林麗青報道：中國境內目前
的疫情防控形勢良好，但疫情尚未結束。香港中文
大學（深圳）生命與健康科學學院教學助理院長黃
憲達教授近日在 「疫情與人工智能」公開學術講座
上提醒大家需要注意境外輸入病例，並提出新冠病
毒肺炎的流感化可能性非常高， 「接下來的診斷檢
測技術以及治療藥物的開發非常關鍵，我們需要特
效藥來降低社會成本。」
黃憲達認為，人工智能與大數據的配合可以幫助
診斷技術的研發和藥物開發，例如人工智能閱片軟
件與系統可以提升新冠肺炎 CT 閱片效率，人工智
能和大數據結合可以提高藥物的設計與開發的效
率。

博羅重振嶺南中醫藥業
中國歷史也是一部戰 「疫」史，
從西漢到清末，中國至少發生過
321 次大型瘟疫，每一次中醫都不
曾缺席。這一次新冠肺炎疫情，也
不例外。記者調查發現，惠州市博
羅縣將防疫關口前移，在全縣一線防控人員、醫務人
員、警察、志願者、密切接觸者等易感人群中免費派
送出 50 萬份防流感中藥 「鄧氏消毒飲預防方」。在國
內某些縣連中醫院都被撤掉時，廣東博羅縣卻始終默
默把中醫當事業經營，重振嶺南中醫雄風。

嶺南中醫流派源於博羅
該中藥湯劑名為 「鄧氏清毒飲預防方」，是國醫大
師鄧鐵濤教授學術繼承人、廣州中醫藥大學博士生導
師劉小斌教授受博羅縣中醫醫院委託，結合本次疫情
特點和博羅實際調製而成的。劉小斌告訴記者，該方
以 「國醫大師鄧鐵濤師承團隊研發」名義作了調整，
形成廣東省內部行政機關推薦使用的預防建議處方之
一。
據了解， 「鄧氏清毒飲預防方」起源於 2003 年，是
國醫大師鄧鐵濤為抗擊非典開出的藥方。1 月 25 日，
博羅縣中醫醫院熬製 「鄧氏清毒飲預防方」，向全縣
各醫療機構、一線醫護人員、一線排查人員、密切接
觸者和醫學觀察者免費派發。1 月 31 日，博羅泰美鎮
出現了兩例輸入型新冠肺炎病例。博羅衛健局迅速安
排密切接觸者隔離喝 「鄧氏清毒飲」。14 天後，密切

接觸者並未顯示陽性。
博羅縣的羅浮山自古是中藥材的自然寶庫，生長着
1200 多種藥用植物，成就了古代博羅 「洞天藥市」盛
景。1700 年前，葛洪辭官南遷羅浮山棲隱學道。在此
期間，他撰寫的《肘後備急方》成為中國第一部臨床
急救手冊，對後世中醫藥學說的發展具有關鍵性的作
用，他也被尊為嶺南中醫流派的開山始祖。

引進名醫工作室培養人才

「目 前 中 醫 院 、 中 醫
館、民間診療機構力量非
常的薄弱。」博羅衛健局
副局長梁贊軍告訴記者，
在衛生事業中，中醫的人
才非常缺乏，博羅亦是如
此。
據《2018 年中國衛生健
康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顯
示，2018 年末，全國中醫
藥 衛 生 人 員 總 數 71.5 萬
人。其中中醫類別執業
（助理）醫師 57.5 萬人，
中藥師（士）僅有 12.4 萬
人。
在縣市級中醫醫院培養
劉小斌教授受本報記者採訪 一批高技術、高素質的中
醫人才，建設一支優秀的中醫人才隊伍，是實現基層
中醫醫院可持續發展，提高醫院綜合競爭實力的關鍵
環節。為此，博羅縣政府加大對中醫人才的培養，擴
建中醫醫院。
2017 年 9 月 ， 全 國 首 家 基 層 中 醫 學 術 傳 承 工 作
室—— 「嶺南名醫葛洪學術經驗傳承工作室」在博羅
縣中醫醫院掛牌，以劉小斌教授為代表的專家、教授
以及學者帶領博羅中醫醫院年輕一代，挖掘和發揚葛
洪的學術經驗。

中醫學術傳承工作室的落地，能夠完善中醫師承教
育制度，加強師承導師、學科帶頭人、中青年骨幹醫
師培養。梁贊軍說，建立以名老中醫專家、教學名師
為核心的教師團隊，能加快推進中醫高層次人才培
養。

將中醫藥納入小學課堂
近年來，博羅縣為加強中草藥保護，促進中藥產業
科學發展，首創 「退桉還藥」將博羅現有一部分桉樹
改成種植中草藥。
「將一部分桉樹改為中藥材的種植，不僅能夠還原
生態多樣性，還能對當地產生經濟效益。」梁贊軍說
道。在博羅縣城北郊承糧陂村裏，原本種滿了桉樹的
山林 「退桉還藥」後成了遠近聞名的 「藥王谷」，一
株株充滿生機的中草藥在這裏蓬勃生長，孕育希望。
劉小斌認為，發展生命健康產業，博羅大有可為，
亦當大有作為。記者注意到，嶺南藥用植物園、葛洪
中醫院、洞天藥市、羅浮山中醫康養城、粵港澳大灣
區（羅浮山）生命科學城等一批項目蓄勢待發。
為培養中醫苗裔，構建中醫教學傳承體系，2018 年
11 月，博羅縣東江廣雅學校成立了敦敏少年中醫傳承
學院，該中醫傳承學院在孩子們學習文化知識之餘，
更好、更系統地學習中醫藥知識。
該學校校長廖翠華告訴記者，以十年為期，固本培
元，涵育後俊大醫。
香港商報記者 盧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