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

2022 年 3 月 18 日 星期五
2022年3月20日
星期日

責任編輯 劉定緣

報道

Hong Kong Commercial Daily

http://www.hkcd.com

A2
S6

連花清瘟獲第九版新冠診療方案推薦
在醫學觀察期、輕型和普通型應用
當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
仍在世界範圍內持續流行，奧密
克戎毒株已取代德爾塔毒株成為
主要流行株，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患者臨床表現呈現新的特點。
為進一步科學、規範做好新型
冠狀病毒肺炎診療工作，3 月 14
日，國家衞健委與國家中醫藥管
理局聯合發布了《新型冠狀病毒
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九
版）》。本版方案推薦連花清瘟
膠囊（顆粒）用於醫學觀察期人
群、臨床治療期輕型及普通型的
防治。這是自疫情發生以來，連
花清瘟第六次被國家方案推薦用
於治療新冠肺炎。
連花清瘟在國內外疫情防控中
發揮了積極作用，此次香港疫情
以 嶺 藥 業 捐 贈 1300 餘 萬 元 （ 人
民幣，下同）連花清瘟膠囊等連
花防疫物資，用於支持新冠肺炎
的防控工作。
林彬彬 張宇

3 月 3 日，以嶺藥業抗疫物資順利抵達香港。

3 月 9 日，香港河北聯誼會、以嶺藥業及燕山發展
捐贈的 6 萬個連花口罩及健康包運送至香港警察總
部，香港警務處處長蕭澤頤（左）親身在警察總部
代表警隊接受捐贈。

由工業和信息化部牽頭，
由工業和信息化部牽頭
，以嶺藥業緊急調配捐贈約 1300 餘萬元的連花清瘟等防疫物資支援香港疫情防控
餘萬元的連花清瘟等防疫物資支援香港疫情防控。
。

「支援香港 連花抗疫物資捐贈儀式」
在以嶺健康城舉辦
2022 年 3 月 1 日，支援香港連花抗疫物資捐贈儀式
在石家莊以嶺健康城舉辦，330 萬元的連花系列抗疫
物資啟程運往香港。
香港第五波新冠疫情來勢洶洶，形勢非常嚴峻，中
央政府全力支持香港的疫情防控，派內地專家與香港
同行密切合作。全國人民也心繫香港，給予全方位支
持。為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決策部署，切實做好
支持香港特區新冠疫情防控工作，由工業和信息化部
牽頭，以嶺藥業緊急生產調配價值 1300 餘萬元的防
疫物資，支持香港疫情防控工作。其中 20 萬盒連花
清瘟膠囊已經抵達香港，此次捐贈的為同批價值 320
萬元的連花呼吸健康包、連花清瘟抗菌抗病毒口罩，
以及河北省僑商投資企業協會支援香港的 10 萬元連
花清瘟、連花 KN95 口罩等抗疫物資。這些物資將通
過廣東省鍾南山醫學基金會等機構捐贈。
出席捐贈儀式的有河北省政協港澳台僑和外事委
員會分黨組書記、主任安國富，以嶺藥業股份有限
公司常務副總經理張蘊齡，河北省僑商投資企業協
會常務副會長巨重鶴，河北省政協港區常委、河北
省海外同胞慈善基金會副理事長余良掑，河北省政
協港澳台僑和外事委員會辦公室主任董鵬等。
在抗疫物資捐贈儀式上，河北省政協港澳台僑和
外事委員會分黨組書記、主任安國富表示： 「以嶺
藥業和省僑商會，為香港捐贈抗疫物資和善款，飽
含着與香港同胞血濃於水的真摯深情，展現了勇於
擔當、甘於奉獻的強烈責任意識，彰顯了扶危濟
困、守望相助的中華傳統美德。」
以嶺藥業股份有限公司常務副總經理張蘊齡表
示： 「連花防疫物資已陸續發往香港疫區。我們堅
信在國家的領導和支持下，上下同心，眾志成城，
定能夠早日戰勝疫情」。
河北省政協港區常委、河北省海外同胞慈善基金
會副理事長余良掑表示： 「在這關鍵時刻，以嶺藥
業急國家之所急，想同胞之所想，慷慨解囊，展現
了強烈的家國情懷，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20 萬盒連花清瘟膠囊等抗疫物資
火速馳援香港

3 月 10 日，河北省政協港區委員、香港河北聯誼
會副會長、保良局陳正欣主席參加抗疫物資的捐贈
儀式。

2022 年 2 月 23 日，香港新增 6211 宗確診個案，32
名確診者去世。林鄭月娥表示，將於 3 月推行三次
全民強制核酸檢測。
以嶺藥業緊急生產調配支援香港的 20 萬盒連花清
瘟膠囊、5 萬盒連花清咳片、1 萬份連花呼吸健康包
和 6 萬盒連花清瘟抗菌抗病毒口罩已緊急馳援香
港。以嶺藥業香港代理商──香港泉昌有限公司董
事長黃光輝表示，5 萬盒連花清瘟膠囊已抵達香港，
剩餘的防疫物資將於本周內陸續抵港。
香港食物及衛生局副局長徐德義、首席助理秘書
長兼中醫處處長陳尚敏等有關部門代表，香港再出
發大聯盟、民建聯、香港中醫中藥界聯合總會、香
港中國企業協會等組織機構，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立法會議員、香港再出發大聯盟副秘書長黃英豪，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恆鑌，自由黨立法會議員邵家
輝，香港中國企業協會副總裁曾燊典等各界人士代

表出席了 23 日在柴灣特區政府
物料營運中心舉行的 「香港各
界感謝中央政府支持香港抗疫
物資活動」。
香港泉昌有限公司總經理黃
光輝表示，作為以嶺藥業在香
港的代理商，希望同香港各界
攜起手來，風雨同舟、共克時
艱。 「相信在中央政府的支持
下，我們上下一心，眾志成
城，香港一定能夠快速贏得抗
擊疫情的勝利，早日恢復正常
的生活秩序。」
截至目前，包括連花清瘟膠
捐贈儀式現場：河北省海外同胞慈善基金會副理事長余良掑（左），以嶺藥
囊、連花呼吸健康包、連花清
業股份有限公司常務副總經理、以嶺健康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張蘊齡（右）。
瘟抗菌抗病毒口罩在內的連花
呼吸健康系列防疫物資已經全部抵達香港，香港中聯
品研發中，提取連花清瘟草本組方中連翹、金銀
辦、保良局、東華三院、香港河北聯誼會已分別接收
花、廣藿香、薄荷等中藥中抗菌抗病毒成分，精準
選擇 6 種本草植物精油原料及 2 種精油活性成分百里
抵港的捐贈物資，並陸續分發給社會各界用於全港抗
疫工作。香港社會各界積極響應，紛紛投身到全民抗
香酚與香芹酚，經過科學調配，研製出連花殺毒抑
疫。
菌精油。並以該精油為基礎組方研發出連花消殺系
香港立法會議員黃英豪表示，中央對香港的關
列產品和連花防護系列產品， 「外防內調」打造呼
吸健康整體解決方案 ，能夠阻擋病菌 「人傳人」
心，使香港市民感到安心，特區政府也在抗疫工作
方面上下一心，與各界民間力量一起協作，他對第
「物傳人」 「環境傳人」三種傳播路徑，連花呼吸
五波疫情全面受控充滿信心。希望通過捐贈行動，
健康系列產品具備相同的中藥抗炎抗病毒基因。
針對病菌人傳人，最好的防護措施是科學佩戴口
表達內地與香港居民心連心、共命運，守望相助，
罩，阻斷病毒進入呼吸道。為此，以嶺藥業研發出
互相支援，大家齊心抗疫，讓疫情早日穩定，香港
社會回歸正常生活，讓東方之珠重放光彩！
連花清瘟口罩、連花清瘟口罩爆珠、連花清咽抑菌
噴劑等產品。連花清瘟抗菌抗病毒口罩，使用了連
連花清瘟膠囊成為中醫藥抗疫
花清瘟提取物草本無紡布，融合連花草本抗菌精
「三方三藥」代表產品
油，外加獨特的微膠囊緩釋技術，雙重防護更有
據記者了解，連花清瘟膠囊作為中國中醫藥抗疫
效。連花清咽抑菌噴劑，採用低溫冷萃技術提取 3
「三方三藥」的代表產品，於 2018 年 6 月以 「中成
種中草藥，並添加連花 HAbO 精油，能夠有效阻擋
病毒、細菌深入呼吸道，阻斷交互傳播。
藥」身份在香港獲批上市。呼吸疾病國家重點實驗
針對病菌空氣傳人，需要阻斷外界病毒、細菌傳
室在國際藥理學界主流期刊《藥理學研究》發表的
《連花清瘟對新冠病毒具有抗病毒、抗炎作用》研
播，首先要做到環境安全。連花空氣消毒凝膠通過
究證實，連花清瘟通過抑制病毒複製、抑制宿主細
高科技緩釋技術，將連花清瘟的提取液釋放到空氣
中，它的病毒滅活率、殺菌率高達 99.9%，並得到了
胞炎症因子表達，從而發揮抗新冠病毒活性的作
用。最新研究還發現，無論是對 Alpha、Beta，還是
歐盟認證。
Delta 等變異株，連花清瘟都顯示了穩定的體外抗病
針對病菌物傳人，有連
毒作用。有關專家指出，連花清瘟對於奧密克戎變
花免洗抑菌洗手液、泡沫
洗手液、連花衛生濕巾
異株的治療同樣取得了良好效果，並建議推廣應用
等。
於奧密克戎的疫情防控中。
中藥連花清瘟防治新冠肺炎、流感等傳染性疫病
特殊時期，讓連花呼吸
的良好療效，是由其深厚的中醫理論根基、翔實的
健康產品為您和家人提供
一份防護保障，更多日常
科學證據、廣譜抗病毒的特性所決定的，是中醫藥
更多專業防疫知識
抗疫劃時代的重大成果。
防護知識掃描二維碼了
掃碼免費獲取
連花清瘟膠囊的科研成果獲得了 2011 年度國家科
解。
技進步二等獎，這是其他同類藥物所不具備的優
勢。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該藥先後被國家及 20
餘個省市的新冠肺炎診療方案推薦，2020 年 4 月獲
批用於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輕型、普通型」的治
療。據統計，2020 年疫情期間，僅湖北省就有上百
萬人次使用連花清瘟，並在火神山醫院、雷神山醫
院及武漢所有方艙醫院中被廣泛使用。同時，連花
清瘟也已在海外近 30 個國家和地區獲准上市。
另外，以嶺藥業將 「未病先防」的理念應用到產

以嶺藥業與世界各國醫藥工作者
攜手奮進 共同抗疫
3 月 11 日，以嶺藥業和燕山發展有限公司贈送的
抗疫物資 5000 個連花清瘟抗菌抗病毒口罩和 300 個
連花清瘟健康包送至香港商報報館，向本報緊守崗
位的員工表示致敬，為香港防疫抗疫加油。香港商
報總經理張介岭（左）代表報社接受捐贈。

以嶺藥業以中醫絡病理論原創促進科技創新，多次
榮獲國內外科技大獎，是推動中醫藥現代化、產業化
和國際化的代表企業。其主導產品連花清瘟目前已在
包括加拿大、俄羅斯、巴西、菲律賓、印度尼西亞等
近 30 個國家和地區獲准上市，並進入多國新冠肺炎定
點收治醫院，為全球抗疫作出積極貢獻。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醫藥學包含着中華民族幾千

年的健康養生理念及其實踐經驗，是中華文明的瑰
寶，凝聚着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博大智慧。新冠疫
情席捲全球，中醫藥在抗擊新冠疫情、構建人類衞生
健康共同體的事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世界各國醫藥
工作者攜手奮進，共同抗疫，促成了中醫藥和西醫藥
同台競爭，相互結合，以嶺藥業為傳統中醫藥走向國
際醫藥主流社會提供了新的思考和機遇。

圖為連花呼吸健康系列產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