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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稱研發頂尖驗血技術吸金 名下企業市值曾達 90 億美元

矽谷血檢大騙局
「女版喬布斯」欺詐罪成或囚80年
美國血液檢測初創公司 Theranos 創辦人霍姆斯，經營該公司多年來涉嫌進行欺詐，
被控 11 項欺詐和串謀欺詐罪，陪審團 3 日裁定其中 4 項罪名成立，每項罪名最高刑罰

史丹福休學創業
獲克林頓基辛格背書

● 霍姆斯 3 日到庭
接受裁決。
接受裁決
。 美聯社

為入獄 20 年，意味霍姆斯面臨被判囚 80 年。

這宗案件被媒體形容為矽谷史上最大騙案。霍
姆斯在2003年僅19歲時成立Theranos，她聲
稱研發出成功顛覆醫學界的驗血檢測頂尖技術，使
用一部名為Edison的小型血液測試儀器，只要從病
人指尖採集數滴血液，便可快速檢測出包括癌症和
糖尿病等 200 多項健康數據，並稱與 Walgreens 等
大型藥房達成合作協議，向對方提供測試。

改裝其他公司設備 被美媒踢爆
Theranos因此獲得不少投資者追捧，霍姆斯聲名
大噪，成為備受矚目的年輕女企業家，外界更將她
與已故蘋果公司創辦人喬布斯相提並論，稱她為
「女版喬布斯」，她亦模仿喬布斯的衣着風格，喜
歡穿着黑色樽領毛衣。Theranos的吸金力驚人，市
值一度高達 90 億美元，成為美國生物科技產業的
最強「獨角獸」。
然而《華爾街日報》於 2015 年踢爆 Theranos 的
實際情況與霍姆斯所稱完全不同，監管機構隨即展

開調查，發現該公司的測試設備只對少數疾病進行
測試，結果亦不可靠，大部分血檢都是利用改裝其
他公司的設備進行。離職員工也紛紛出來指控霍姆
斯涉及詐騙，Theranos最終宣告倒閉。

在 2003 年 ， 19 歲的霍姆斯為了創立驗血檢測公司
Theranos，從著名學府史丹福大學休學
Theranos，
從著名學府史丹福大學休學，
，她聲稱滴血檢
測方式不單做法更人道，
測方式不單做法更人道
，也更方便
也更方便、
、便宜和快捷
便宜和快捷，
，在全美
各地連鎖藥房 Walgreens 及超市 Safeway 分店都能使
用，結果引起哄動
結果引起哄動。
。
Theranos 剛成立便籌得 9 億美元
億美元，
，投資者不乏億萬富
豪，例如傳媒大亨梅鐸
例如傳媒大亨梅鐸、
、甲骨文公司共同創辦人埃利森
等；前總統克林頓
前總統克林頓、
、前國務卿基辛格和舒爾茨也曾替霍姆
斯背書。
斯背書
。
Theranos 表面風光
表面風光，
，滴血檢驗結果卻出現嚴重誤差
滴血檢驗結果卻出現嚴重誤差，
，
使得公司必須私下依賴傳統驗血方式進行檢測。
使得公司必須私下依賴傳統驗血方式進行檢測
。霍姆斯自
創業以來，
創業以來
，便面對公司多名創業夥伴陸續質疑
便面對公司多名創業夥伴陸續質疑，
，但她除了
否認外，
否認外
，並壓制質疑聲音
並壓制質疑聲音，
，甚至立刻開除質疑者
甚至立刻開除質疑者。
。在案件
審理期間，
審理期間
，檢方也提供證據顯示
檢方也提供證據顯示，
，霍姆斯曾經說謊
霍姆斯曾經說謊，
，訛稱
已與輝瑞等大型藥廠及美國軍方簽訂合約。
已與輝瑞等大型藥廠及美國軍方簽訂合約
。
在 2015 年，財經雜誌
財經雜誌《
《福布斯
福布斯》
》估計霍姆斯的身家高
達 45
45億美元
億美元。
。
●綜合報道

聞判神情平靜 料提出上訴
檢方在3年多前控告霍姆斯11項電訊欺詐和串謀
電訊欺詐罪名，指出霍姆斯的欺詐案嚴重性遠超其
他一般詐騙，該公司出售有問題的技術，將病人和
投資者置於危險境地，斥責霍姆斯麻木不仁。霍姆
斯否認指控，聲稱從未打算誤導任何人。經過約 3
個月的審訊，由12人組成的陪審團裁定她其中4項
罪名成立。另外 4 項欺詐病人和相關串謀的罪名不
成立，其餘3項控罪則未作出裁決。
37歲的霍姆斯3日在家人陪同下，抵達加州聖何
塞的聯邦法院應訊，她坐在被告席上不時低下頭，
聞判時神情平靜，預計她將提出上訴。
●綜合報道

46 個突變超 Omicron
法現新變種至少 12 人感染
包含N501Y及E484K
科學家在馬賽發現B.1.640.2，
首名患者是從喀麥隆入境，目前
法國南部至少有 12 名患者確認
感染此病毒。馬賽「地中海感染
研究中心」科學家的初步研究顯
示，這個變種帶有 46 個突變，
多於 Omicron 變種的 37 個，當
中包含 N501Y 和 E484K 突變，

前者可能對新冠疫苗更具抗藥
性，後者則可能更具傳染力。
研究團隊認為，B.1.640.2可能
是Omicron的遠親，並且從更早
以前的病毒演化而來，不過相關
病例並未迅速傳播，目前沒有在
其他國家發現病例，也未有被世
界衞生組織列為需調查的毒株。
比利時病毒學家范胡克表示，每
隔一段時間就會出現新的變種病
毒，病毒本質就是持續不斷變
異，目前情況尚不必擔心。
●綜合報道

加安省農曆新年前禁堂食 中餐館受衝擊

法國科學家在南部發現新型的
新冠變種病毒B.1.640.2，首名確
診者來自非洲國家喀麥隆，由於
這款變種毒株帶有 46 個突變，
正了解病毒的傳播力是否更強。

香港文匯報訊 （特約記者 成小智
多倫多報道）加拿大人口最多的安大
略省在變種病毒 Omicron 來襲推高每
日新確診宗數破萬下，省府宣布從周
三凌晨開始實行連串嚴厲管制措施，
包括學校暫停面授課程、食肆停止堂
食、限制社交聚會人數、規定零售商
店上限人數及關閉室內比賽場地和文
娛設施。政府亦力促企業盡量安排員
工在家工作。省長福特表示 Omicron
猶如海嘯席捲安省，並且強調政府與
民眾聯手力阻病毒進一步擴散，方能
盡早回復生活常態。

室內限聚5人 健身室停業

安省政府宣布學校面授課程將會最少
停止直至1月17日，而其他新管制措施
將會持續 21 天，直至 1 月 26 日。省府
屆時將會進行詳細評估，然後決定日後
對策。多倫多市民表示省府頒布的管控
措施早在意料之中，任職中式食肆的
Peter 認為西式餐飲業最旺場的聖誕及
新年已過，所受的影響較輕微，反觀中
菜館在農曆新年前禁堂食直接打擊生
意，並指近 10 天已有很多訂枱取消，
即使政府在本月底放寬限制，他相信華
人出外團年意慾不大。
在這段期間，食肆和酒吧獲准經營
戶外餐飲業務，外賣、駕車通道出售
及送貨服務不受影響。不過，商場內

● 法國發現新型變種病毒
法國發現新型變種病毒，
，專家指可能
是 Omicron
Omicron的遠親
的遠親。
。
資料圖片

澳新症逾 4.7 萬宗新高
莫里森反口拒派免費檢測工具
澳洲的 Omicron 新冠變種病毒
疫情持續擴大，4 日錄得 47,799
宗確診個案，創疫情以來新高，
較周一大幅上升 1/3，佔澳洲一
半人口的新南威爾士州和維多利
亞州，4 日合共新增逾 3.7 萬宗確
診，其中新南威爾士州入院患者
超過 1,300 人，較去年 9 月 Delta
變種肆虐時的入院人數更多。
疫情嚴峻導致病毒檢測的需求
大幅上升，多地病毒檢測點大排
長龍，澳洲政府曾同意向民眾免

費提供快速檢測試劑，然而總理
莫里森 3 日卻改口稱，政府無法
提供完全免費的防疫資源，不會
發放新冠病毒快速檢測工具，認
為補貼會對零售業產生負面影
響。
澳洲工黨領袖阿爾巴內塞批評莫
里森政府的行為「令人難以置
信」，國會議員帕特里克認為，
莫里森政府寧可把金錢補貼給企
業，也不願花在民眾的健康上，
形容做法可恥。
●綜合報道

● 澳洲疫情惡化
澳洲疫情惡化，
，當局加
強為民眾檢測。
強為民眾檢測
。
美聯社

塌樹壓房 兩孩喪命
馬里蘭州一輛汽車與剷雪車相撞，

造成3人死亡；田納西州和佐治亞州各
有一名兒童因塌樹壓毀房屋喪生。
暴雪還造成 75.7 萬人斷電，截至前
晚9時，情況最嚴重的弗吉尼亞州仍有
超過34萬人未恢復供電。
拜登 3 日結束聖誕新年假期，從特
拉華州返回白宮，「空軍一號」專機
在大雪中抵達馬里蘭州空軍基地時，
跑道滿布積雪，工作人員清理近半小
時後，拜登才能下機，但在風雪下拜
登似乎站不穩，要用手擋雪，又一改
以往轉乘直升機的慣例，乘車返回白
宮，車隊大部分時間都要慢駛，車速
減至時速約 32 公里。
●綜合報道

● 拜登（右二）在大風雪下乘車返回白宮
在大風雪下乘車返回白宮。
。

●中餐館昔日農曆新年的熱鬧氣氛恐
難復見。
成小智 攝

● 購物中心內的美食廣場
購物中心內的美食廣場，
，將
會暫停營運。
會暫停營運
。
成小智 攝

美東暴雪癱瘓交通 拜登困專機半小時
美國東部多州3日遭暴風雪吹襲，造
成至少 5 人死亡，大量航班延誤或取
消，數十萬戶斷電。總統拜登返回白宮
時，亦因惡劣天氣被困專機半小時。
美國國家氣象局數據顯示，首都華盛
頓及周邊的弗吉尼亞州和馬里蘭州，
降雪量介乎約 51 至 381 毫米，其中華
盛頓降雪量達216毫米，創2016年1月
以來最大單日降雪量，全美3日共有超
過 7,000 班航班延誤，逾 3,000 班航機
被取消。

的美食廣場需要停業。室內婚禮、葬
禮和宗教儀式的人數上限，定為每個
房間原有容量的 50％，戶外則要保持
2米社交距離。社交聚會人數上限定為
室內 5 人，而戶外則為 10 人。包括購
物中心在內的零售場所、個人護理服
務中心及圖書館，其人數上限為最高
容量的一半，但健身室、桑拿房及氧
氣吧停止營業。
其他需要停止營運的設施，還包括
室內音樂會場地、劇院、電影院、博
物館、畫廊、動植物公園、科學中
心、地標歷史遺蹟、遊樂場、水上樂
園及室內運動和休閒健身設施。從周
三開始，醫院將會暫停所有非緊急醫
療程序及非緊急手術，力求深切治療
部保持足夠人力資源，治療新冠重症
病人。

法新社

通脹下控肉類價格
白宮撥款10億打擊巨擘壟斷
面對美國物價高漲，白宮 3 日宣布將
撥款 10 億美元，用以控制肉類和禽類
物價。截至去年 11 月，美國食品價格
較此前一年上漲了 6.4%，其中肉、
禽、魚、蛋的價格漲幅達到 13%，以
牛肉價格漲幅最大，達到21%。
白宮表示，美國四大肉食企業規模龐
大，中小型同類企業無法競爭，是美國
肉類和禽類物價飛漲的主要原因。今次
撥款的 10 億美元，將幫助中小型肉食
企業提高競爭力，進而有利於穩定物
價。其中 3.75 億美元將以補助的形式

直接發放給中小型肉類企業，其餘資金
將分別以資本形式注入、用作培訓該行
業勞工，以及幫助小型肉食加工廠減少
監管開支。
白宮多次表示，大企業壟斷市場才是
推升物價的主要原因。去年11月，白宮
曾要求聯邦貿易委員會對石油和天然氣
公司是否存在不正當推升能源價格的行
為發起調查。
然而多名共和黨人及部分民主黨人曾公
開表示，物價飆升的真正原因是政府推
行的政策。
●綜合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