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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臣倍健全球进口优质原料
借力海上丝绸之路论坛进一步“走出去”

本报讯 记者赵岩 见习记
者罗汉章 实习生林洁：来自我
国东北的非转基因大豆分离蛋
白，是如何与从新西兰进口的浓
缩乳清蛋白制成蛋白粉的？这
道看似复杂的工艺，却可以在汤
臣倍健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汤
臣倍健”）珠海“透明工厂”内得
到全景式的展现。除了仓库和
生产环节，普通市民还可以近距
离感受产品检测等核心环节。

“我们设置‘透明工厂’的
底气来源于近200项严于国家
标准的检测项目，以严苛要求
打造让人放心的高品质产品。”
汤臣倍健首席营运官蔡良平表
示，汤臣倍健坚持执行“三步
走”的差异化全球品质战略，从
全球原料采购到全球原料专供
基地建立，再到全球自有有机
农场建立。“但我们并不是为了
进口而进口，而是依据原材料
的天然基础，优中选优”。在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
传播暨中国（广东）企业走出去
论坛”即将到来之际，汤臣倍健
希望以此为契机，让汤臣倍健
在全球原料采购方面进一步

“走出去”。

原料取自全球23个国家

汤臣倍健的“透明工厂”位
于其珠海园区的3号厂房，该
厂房的3楼至5楼的各个生产
车间，均设置了透明玻璃。参
观者可近距离观看产品原料提
取、生产环节等各个流程。据
悉，“透明工厂”设置至今，已有
超过20万人实地感受汤臣倍
健产品的生产流程。“通过透明

玻璃，里面的材料、机器、工作人
员都能看得一清二楚”。一名在
现场参观的市民告诉记者，这里
的开放程度比她想象中要高。

小唐是其中一个生产车间的
组长，他到“透明工厂”工作已有
近5年的时间。他告诉记者，起
初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在外界的注
视之下，有些不适应，但慢慢就习
惯了，“这也更让我们自律、自觉，
确保每个操作都符合规范”。蔡
良平表示，这是国内保健食品行
业第一个任何环节都对外开放的

“透明工厂”。
目前，汤臣倍健从全球23个

国家和地区进口优质原料，蔡良
平表示，“动植物因为生长环境的
特殊性，使其品质有别于其他地

区”，汤臣倍健并不是为了进口
而进口，而是经过研究和筛选，
优中取优，秉承“哪里原料好就
买哪里”的原则。

未来将建立全球自有
有机农场

从全球采购原料是汤臣倍
健“三步走”差异化全球品质战
略的第一步，第二步是建立全
球原料专供基地。目前，汤臣
倍健已在全球建立了5个原料
专供基地，包含巴西的樱桃、蜂
胶专供基地，以及加拿大的西
洋参专供基地等。第三步是在
全球建立自有有机农场，目前
正在筹建当中。据悉，以“一带
一路”倡议为契机，汤臣倍健将

继续实施“三步走”的差异化全
球品质战略，坚持“优中选优”
的原料采购标准，为消费者提
供高品质的产品。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国际传播暨中国（广东）企业
走出去论坛，将于月底在珠
海举行。据了解，汤臣倍健
是参与单位之一，将以此次
论坛作为企业展示和新原料
产地引进的窗口，进一步促
进汤臣倍健原料开发，扩大
企业原料产地版图。蔡良平
表示，“希望有更多人通过此
次论坛了解到汤臣倍健的全
球原料战略，希望我们可以
了解到更优质的原料及产
地”。

汤臣倍健“透明工厂”生产车间。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本报讯 记者古春婷报
道：25日至26日，由教育部
高等学校化工类教学指导委
员会主办，北京理工大学珠
海学院承办的第九届泛珠三
角（“9+2”）化工专业本科教
学工作会议在珠海举行，来
自厦门大学、华南理工大学、
四川大学、广西大学、海南大
学等36所高校的150多名
大学教授、专家、老师共同探
讨新工科建设要求下，如何
培育德才兼备高素质的工程
人才。

根据国家教育部新工科
建设要求，未来我国将从工
程教育大国走向工程教育强
国，需要培育大量的高素质
工程人才、化工人才。据悉，
由于化工企业多在城市郊
区，化工科毕业生需要到工
作一线，毕业生要有较强的
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本次
会议的宗旨是面向区域石油
化工产业转型升级对应用型
技术人才的需求，促进合作、
推动转型、实现多赢，搭建产
教融合、协同培养的交流平
台，提升毕业生的综合素质、
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

泛珠三角区域主要包括
广东、广西、福建、海南、湖
南、四川、重庆、贵州、云南等
9个省份（直辖市）和香港、
澳门2个特别行政区，简称

“9+2”。开幕式由北理工珠
海学院材料与环境学院院长
矫庆泽教授主持，副校长赵
粤生致辞。在学术交流阶
段，华南理工大学陈砺教授、
海南大学张玉苍教授、四川
大学唐盛伟教授等10位专
家分别就新工科建设、实践
教学、人才培养、课程改革、
专业创新等专题分别作了精
彩的专题报告。

泛珠三角化工专业

本科教学会议召开

探讨培育应用型
创新型化工人才

本报讯 记者钟夏 见习记者
戴丹梅报道：11月24日，2017横
琴国际医疗健康产业高峰论坛暨
投融资大会在珠海国际会议中心
开幕。本届论坛以“创新产业投
资·建设健康中国”为主题，结合
粤港澳大湾区健康产业发展趋势
展开深入探讨，聚集了超过500
家投资机构及医疗大健康领域企
业逾千名代表参加。

80余位行业大咖
商粤港澳大湾区医疗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
施健康中国战略，这也为我国医
疗健康产业发展指明了方向。随
着粤港澳大湾区加快建设，医疗
健康产业亟需抢抓发展机遇，携
手提升区域产业竞争力。本届论
坛围绕“健康规划2030”和“金
融服务实体经济”两大关键词，
邀请了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医大
师陈可冀，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
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高武，中
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兼总裁宋福兴，国家药
物政策与医药产业经济研究中
心特聘研究员王波，弘晖资本创

始合伙人王晖等80多位医疗
及投资界“大咖”到场，产融双
方共同深入探讨了在国家对医
疗健康产业不断出台利好政策
的背景之下，“创新+资本”为产
业发展带来的新机遇，以创新
驱动产业升级，进一步促进粤
港澳大湾区医疗健康产业的深
度合作。

据悉，本届论坛为期两天，
除主旨论坛外，还设有“新医
药”“新医疗”“新健康”“新医
美”四大专场论坛，在各细分
领域挖掘医疗健康行业发展
趋势。

150个项目闺中待嫁
搭建产融互动平台

成立于2016年的珠海乐
维再生医学科技有限公司，主
营业务为诱导多能干细胞
（IPSC）转化应用。公司负责
人鲁浩表示：“希望通过这次展
会，为企业融到4000万元人民
币，用于设备器材、试剂的购买
和血样DNA SNP测试及分析
等业务开展。”

记者获悉，带着融资目的

而来的企业，并非独此一家。
为了更好搭建投融资平台，助
力优秀医健项目继续做精做
强，本届横琴论坛设有医健项
目投融资路演专场，征集了来
自全国超过150个项目进行现
场路演，其中，超过三分之一的
路演项目来自珠海。在论坛现
场，百余个企业宣传展位前人
来人往，许多投资机构驻足细
看，对感兴趣的医健项目还及
时记录下了联系方式，以便下
一步沟通。

横琴新区金融服务局副局
长张成表示：“希望为国内外医
疗健康产业的企业和投资机构
搭建一个高效对接的产融互动
平台，同时，吸引更多优秀的创
新项目及企业落地珠海，助力
粤港澳大湾区医疗产业发展。”
据了解，目前横琴新区已累计
为近 120个优质项目提供了
融资路演平台，涵盖互联网、
文化创意、智能硬件、医疗健
康等领域，促成多家企业与金
融机构签署 FA 财务顾问协
议，十余家融资企业正在进行
尽职调查。

80余位行业大咖聚珠 150多个优质医健项目现场路演

横琴国际医疗健康产业
高峰论坛开幕

横琴国际医疗
健康产业高峰论坛
现场。

本报记者
钟凡 摄

本报讯 记者宋一诺报道：
11月 24日晚，珠海市台商投资
企业协会（下简称“市台商协会”）
举行成立二十四周年庆典暨第十
二届理监事就职典礼。海峡两岸
关系协会顾问陈云林，台湾三三
企业交流会会长江丙坤，澳门中
联办台务部部长徐莽，市委常委、
统战部部长郭才武，市政协副主
席梁元东等出席活动。

江丙坤在致辞中回顾了台商
在大陆快速发展的历程和作出的
贡献，高度评价了珠海近年来发
展成就，希望广大台商在当地政
府的支持下，加快转型升级，热心
回报社会。

郭才武为市台商协会会长叶
飞呈颁发了任职证书。他表示，
珠海迎来了“一带一路”深入推
进、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建设、港珠

澳大桥即将建成通车等一系列重
大历史机遇，为深化珠台经贸合
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希望广大
台商抢抓珠海发展机遇，找准合
作切入点，加快推动企业转型升
级，开创更多发展增长点。珠海
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确定
的对台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一
如既往地支持我市台资企业的发
展，为台商提供优质服务，实现转
型升级、做大做强、互利双赢。

据悉，市台商协会自1993年
成立以来，始终遵循“团结、交流、
服务、发展”的宗旨，团结珠海台
商，热心公益事业，有力地促进珠
台两地经贸交流合作，截至今年
9月，珠海已累计批准台资企业
1092家，实际投资总额近25亿
美元，投资领域涉及20多个行
业。

本报讯 记者王帆报道：11
月25日至26日，为总结广东省
红十字会水上安全救生10年工
作，进一步推进工作发展，“广东
省红十字会水上安全救生10周
年工作总结会”在珠海市召开。
广东省红十字会原会长雷于蓝、
珠海市红十字会名誉会长邓群
芳、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赈济救护
部部长李立东、澳门红十字会中
央委员会副主席曹国希等出席。
广东15个地市红会代表和水救
队队员80余人参加了会议。

据悉，10年来，广东省红十
字会已举办各级水上救生培训
17期，培训队员470人，培训师

资超过30人；已在15个市建立
了12支水上救援大队、7支水上
救援中队，1支水上救援保障队；
2013年广东省红十字水上救援
队被总会认定为中国红十字（广
东）水上救援队。10年来，红十
字水上安全救生志愿服务从保障
大型体育赛事与活动、抗洪救灾，
到水上安全知识普及、水上公益
助残等内容，服务内容多样，服务
效果良好。

总结报告指出，广东省红十
字今后要加强与应急部门的联
动、加强社会化保障、加强品牌建
设，为今后广东省红十字水上安
全救生工作的发展把好方向。

省红十字会水上安全救生10周年

15市建12支水上救援大队

本报讯 记者宋雪梅报道：由
全国钟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
处主办，珠海罗西尼表业有限公
司协办的2017年全国钟表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五届二次会议于
11月22日至25日在珠海召开。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2018年拟申
报的钟表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制
修订计划项目，借助标准的力量
为钟表行业发展插上新翅膀，引
导行业由数量效益型向质量效益
型跨越。

全国钟表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是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TC
114 在中国的唯一归口部门。
多年来，钟表标委会积极组织
有关企业参加标准的制修订工

作，积极为钟表行业提供国内、
国际行业标准化最新动态，为企
业开发市场、扩大国际贸易提供
标准化服务，并为国内外钟表工
商企业提供具有法律效力的标
准依据，积极发挥协调政府与
企业以及企业与企业间的桥梁
作用。

珠海罗西尼表业有限公司作
为钟表标委会的副主任委员单
位，多年来积极参加钟表标委会
组织的标准制修订工作。罗西尼
结合实际，先后制定企业标准共
达数十项，有力促进了产品、服务
质量的提升，使标准化在新技术、
新产品的推广中起到引领支撑作
用。

全国钟表标委会审议通过2018国家标准

引导行业向质量效益型跨越

本报讯 记者陈翩翩报道：
“春砂仁、阳春豆豉、岗美腊
鸭……这些产品十分抢手。来
自阳春基地的灵芝土猪肉也很
受欢迎。”25日，“2017年珠海帮
扶阳春精准扶贫成果展暨阳春
特色旅游及农产品展销会”在星
园扶贫专业市场开幕。来自阳
春地区60多家农业龙头企业、
产业扶贫基地的50多种名优特
色农副产品在此集中亮相，满足
市民“菜篮子”需求。阳春特色
旅游景点推介活动同期举行。
10家阳春旅游公司推介了多条
精品旅游线路，为市民游览阳春
提供便利。省扶贫办主任梁健，
阳江市副市长冯松柏，阳江市农
业局局长、市委农办主任、市扶
贫办主任关德荣；珠海市副市长
刘嘉文，市委农办、市扶贫办主
任陈振毅；阳春市委副书记林贤
锋，副市长黄忠宏，副市长、珠海
驻阳春扶贫工作组组长黄春明
等出席活动。

珠海帮扶阳春精准扶贫成果
展暨阳春特色旅游及农产品展销
会由阳春市政府、阳春市农业局
（扶贫办）、阳春市旅游及外事侨
务局，以及珠海市扶贫办、珠海驻

阳春扶贫工作组、市农业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市农产品交易
协会、市粤西商会、市旅游总会、
中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冷源汇
空调工程有限公司等联合举办，
旨在搭建珠海、阳春企业及产业
基地沟通交流的大平台，促进扶
贫产业项目与市场的良好对接，
拓宽阳春特色农产品销售渠道，引
导阳春特色农副产品进入珠三角
市场乃至港澳市场。展会上，来自
珠海、阳春两地的共计八对业界龙
头企业，分别签订了合作发展旅
游，共同建设产业基地，合作销售
农副产品等战略合作协议。

记者现场见到，本次展销会
上，集中展示了我市27个帮扶
单位对口帮扶阳春44个帮扶村
建立的产业基地产品及成果。
来自阳春的60多家农业龙头企
业，带来了50多种名优特色农
副产品。其中，春砂仁、八甲麦
菜、氹仔鱼、岗美腊鸭、三甲切
粉、咸柠檬、苋草猪、香猪、生态
羊、阳春豆豉、小生花蛋、茶油、
火龙果、百香果等，均为绿色放
心农副产品，受到市民热捧。十
几家旅游公司也在现场推出传
统的阳春精品旅游路线，还开展
惠民活动。多位市民表示将组
团游览阳春风景名胜，欣赏喀斯
特地貌，一睹“水墨阳春”风采。
本次展销展示会为期三天，将于
27日结束。

推进特色产业发展
阳春扶贫成果展暨特色旅游及农产品展开幕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