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宋显晖

晒太阳能预防近视？一边
做眼膜还能一边刷手机？足不
出户也能做眼部诊疗？真的
吗？伍卫东很肯定地告诉记
者：“真的可以！”

伍卫东有一堆头衔，包括
国家人体组织功能重建中心
产学研联盟副理事长、国家

“十二五”重点科技支撑项目
近视防控产品研发课题专项
负责人、国家高级验光技师、
广东省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广东
省眼科诊疗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技术委员会委员、广东省视
光眼镜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
还有“中国美瞳第一人”的美
誉……

最近，视觉专家伍卫东与
珠海中科先进技术研究院“闪
婚”，确定在珠海高新区落户，
成立珠海中科视觉生物医疗科
技有限公司，准备将他在视觉
健康领域的科研创新成果在高
新区这片创新创业的沃土上实
现产业化。

拥有20多项发明专利

伍卫东介绍说，自己参加
工作20多年来，一直从事视觉

健康领域工作。他解释说，视
觉健康意味着没有眼病，没有
近视、远视、散光等视力问题，
没有色盲、色弱等视觉功能问
题，以及眼部营养均衡。他从
最初代理销售眼镜，到生产推
广彩色隐形眼镜（美瞳），进而
积极与国内外专家携手研发系
列视觉健康产品，并不断进行
技术和工艺革新。

伍卫东创立的广州视域光
学科技有限公司逐渐向科技创
新型企业转型升级，成为中国
彩色隐形眼镜行业中最早推广
的自有品牌之一，获得中国首
张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也是
首家推出网纹医用型美容眼镜
的公司，引领美瞳时尚潮流，产
品畅销全国，远销海外。他主
持成立的广东卫明眼视光研究
院，会集国内外各领域专家，整
合资源并与国外专家共同研发
视光领域系列产品。后来，他
又创立了集研发、生产、销售为
一体的多元化医疗器械生产企
业——广州琦安琦视觉科技有
限公司，致力于研发生产系列
视觉健康产品。

20多年来，伍卫东相继参
与国家医学光学标委会的国标
评审与修订、广东省医疗器械
及设备标委会评审与制定地

标、广东省技能鉴定中心相关
领域考评与鉴定等国标、行标、
地标的起草和修订工作，率领
技术团队参与国家、省、市重大
科研课题或项目科研技术攻
关，先后承担“国家科技部十二
五重点科技支撑计划项目”，负
责防治近视产品的设计、生产、
产品标准制定等；参与微球快
速免疫测定仪研发，新型青少
年近视防控光学镜片研究，治
疗性角膜植入镜片的研发、生
产与临床应用等，取得了一系
列科研创新成果，至今已获得
20多项国家发明专利和40多
项实用新型专利。

与珠海高新区“一见钟情”

“一辈子从事视觉健康事
业，我现在最想做的就是让我
在视觉健康领域的科研成果实
现产业化，让更多的人享有视
觉健康。”伍卫东觉得，这就是
他的使命。

说到他的科技创新成果，
伍卫东眉飞色舞。“我们研制的
智能远程视觉功能理疗仪是针
对眼部亚健康的，有按摩熏蒸
理疗功能，能治疗和预防近视，
能缓解干眼症……”

“我们还研发了一款训练
视觉功能的营养眼膜，不仅有

美容美妆功能，还能改善眼部
血液循环，补充眼部营养。我
们有针对老花眼人群研发的调
节设备，每天用10到15分钟，
就不用戴老花镜了；有通过监
测瞳孔大小以及虹膜网纹深浅
的变化，根据大数据的分析监
测人体健康的隐形眼镜。”

为了让科研成果落地，伍
卫东连续4年带着他的“宝贝”
参加了中国创新创业成果交易
会，展示了十几个创新科技项
目，也有几个项目成功对接签
约。然而，伍卫东的目标远不
止于此。

2019年3月14日，伍卫东
与珠海中科先进技术研究院接
触洽谈，了解到珠海中科先进技
术研究院擅长于生物医疗领域
的资源整合和技术转化，以及珠
海高新区重点发展生物医疗和
医疗器械产业的规划及相关优
惠政策后，立即决定落户珠海高
新区。3月15日，伍卫东与珠海
中科先进技术研究院相识24小
时即签约“闪婚”，目前正在办理

“珠海中科视觉生物医疗科技有
限公司”的注册事宜。

伍卫东坦言，珠海位置好、
政策好，“我想从这里登上粤港
澳大湾区视觉健康产业的大舞
台！”

相识一天即“闪婚”
一家视觉健康领域创新企业落户珠海高新区

4 月 14 日，在第十七届中国国际人才交
流大会设置的招聘会上，求职者与用人单位
工作人员交流。

当日，第十七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

在深圳启幕，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0
多家专业机构和组织、4万余名海内外政府代
表、专家学者、高端人才应邀参展参会。

新华社发

国际人才交流大会在深圳举行

新华社深圳4月14日电 致
力于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创新
创意之都，深圳不断加大科研投
入，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的比
重达到4.2%。

在14日开幕的第十七届中
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上，深圳市
委书记王伟中披露了上述数据。
他说，正是因为一批又一批来自
国内外的优秀人才不断汇聚和创
新创业，深圳地区生产总值从
1979年的1.96亿元，增至2018
年 的 2.4 万 亿 元 ，年 均 增 长
22.4%，迅速从一个边陲县城建
设成为一座创新型国际化城市，
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精
彩缩影。

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
一动力。深圳以创新主导，把人
才优先发展作为核心战略，城市
对人才的吸引力不断增强。截至
目前，全市认定的海内外高层次

人才近1.3万人，各类人才总量
达548万人，占当地人口的1/4。

从去年起，深圳市每年安排
不少于30%的财政科技专项经
费用于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
究，同时积极争取和布局国家实
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大科学装
置，为一流人才的科研攻关和技
术创新搭建更好的平台。

近年来，深圳市以重大科研
平台聚才，抢抓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重大历史机遇，全力推进
前海开发建设，加快规划建设深
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光明科学城
和西丽湖国际科教城。通过依
法实施最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
深圳市在全国率先实施了国内
外同行专家主审制，成立了全国
首家天使投资引导母基金，助力
初创型企业成长，更好地发挥市
场在人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
作用。

深圳不断加大科研投入
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达4.2%

新华社济南4月14日电 3
月底，正是北方乍暖还寒时候。
距离普通露天西瓜上市还颇有些
时日，但瓜农路林峰却早早在朋
友圈发出了采摘邀约：“西瓜4月
6日成熟，欢迎采摘。”

西瓜哪天熟，居然能确定到
某一天？带着这个问题，记者来
到了山东省惠民县姜楼镇黄新庄
村瓜农路林峰的瓜棚里。

“我种的西瓜50天开花，授
粉40天后保准成熟，是很精准
的。”他一边走，一边向记者介绍
说。瓜棚墙壁上挂着一张纸壳，
上面拴着许多不同颜色的细绳。

见记者在这些绳子前驻足观
看，他解释说，“你细看一下，上面
每一种颜色的绳子旁边都有一个
数字，代表着西瓜授粉的时间。”

满眼圆玉堆绿，一个个“小巧
精致”的西瓜吊在瓜藤上。瓜藤
上方挂着粘虫板，下面系着五颜
六色的小细绳。“这些小细绳的颜
色跟纸壳上的绳子颜色一一对
应，哪个瓜熟了，看颜色一目了
然。”路林峰说。

说着，他从瓜蔓上摘下一个
小西瓜，“别看个头小，但已经40
天了，甜度保准超过11度。”

“这还不是最好的时候，再过
两三天更甜，糖分最高能达到
13.5 度，远超市场上的普通西
瓜。”同行的姜楼镇副镇长路宗谏
插话说。

除了哪天熟，路林峰种植的
西瓜溯源也很精准。拿起装箱待
售的西瓜，用手机扫一扫二维码，
大棚编号、糖分含量以及种植、授
粉、采摘时间等信息都一一显示
出来。

惠民县姜楼镇地处黄河下游
冲积扇平原，黄河水灌溉，沙质土
壤，土地通透性好。独特的地理
条件造就了当地悠久的西瓜种植
历史。近年来，姜楼镇推进现代
农业发展和新技术推广，引导农
民由传统的露天西瓜种植模式向
绿色无公害的大棚西瓜转变。

路林峰种植西瓜多年，经验
丰富，在镇里的扶持下，他成立了
西瓜合作社。2014年，他在村里
最先引进富硒西瓜品种进行大棚
种植，效益十分可观。原本在外
打工的村民罗晓冬慕名回乡，加
入了他的合作社。如今，这个合
作社已有社员50多人，年产西瓜
10万多斤，带动社员年增收50
万元。

走出瓜棚，一口大锅引起了
记者的注意。“这是用来煮豆子用
的，把它混上腐熟的牛粪一起做
肥料喂西瓜。”路林峰说。

“精准种植，不用化肥、农药，
用虫灯、粘虫板等生物方法灭虫，
卖到北京、上海的超市36块钱一
公斤呢。这大概就是农业转型升
级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吧。”罗晓冬
说。

精致农业：

这里的西瓜为何36元一公斤？

4 月 13 日，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IMF）总裁拉加德（左）和国际
货币与金融委员会主席、南非央
行行长莱塞特亚·卡尼亚戈在美
国华盛顿出席新闻发布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决

策机构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
13 日呼吁各国继续采取措施降
低全球经济风险，提高经济韧性，
并在必要时迅速行动以巩固经济
增长。

新华社发

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呼吁
采取措施缓解全球经济风险

据新华社杭州4月14日电
近日，浙江省文（成）泰（顺）高速
公路控制性工程南浦溪特大桥顺
利完成首节钢拱肋吊装施工。浙
江省发改委发布消息称，这标志
着该省向陆域“县县通高速”目标
再进一步。

文泰高速公路项目是浙江省
大通道建设十大标志性工程之
一，已累计完成投资46亿元，计
划于2020年建成通车，文泰高速

建成标志着浙江陆域最后两个未
通高速公路的县将联入高速公路
网，将为浙江实现陆域“县县通高
速”目标画上圆满句号。

文泰高速建成后，浙南地区
的高速公路将连接成网，也为浙
江增加一条连接福建的高速通
道，连接起长江经济带和福建海
峡西岸经济区。“十三五”期间要
实现陆域县县通高速，至2020年
全省高速公路里程达4700公里。

浙江明年实现陆域“县县通高速”

新华社北京4月14日电 北
京市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
2019年一季度，北京市消费者信
心指数升至119.3，比2018年四
季度提高6点，高于上年同期0.8
点，创五年来新高。

统计显示，一季度，构成消费
者信心指数的几类指数均保持平
稳向好态势，尤其是就业状况预
期指数升幅大于总指数升幅6.3
点，对消费者信心指数拉升作用
十分明显。

具体来看，随着一系列稳就
业新招实招陆续出台，北京市就
业指数表现强劲。一季度就业状
况信心指数为119.3，比上季度提
高7.4点。其中，消费者就业状
况满意指数为131.0，与2018年
四季度持平；就业状况预期指数
为127.8，比上季度提高12.3点，
为五年来最高。

个税改革政策落地实施等利
好因素提升了消费者收入预期。
2019年一季度，北京市消费者家
庭收入状况信心指数回升至
109.5，比上季度提高3.1点。其
中，家庭收入状况满意指数为
110.4，比上季度提高3.1点；家庭
收入状况预期指数为112.7，比上
季度提高4.2点。

北京一季度消费者
信心指数创新高

新华社伦敦4月14日电 英
国市场研究机构英敏特公司近日
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称，由于担
心订单出现问题和快递收费较
高，英国网购杂货人数比例下降。

调 查 显 示 ，在 2016 年 至
2018年间，英国网购杂货人数比
例从 49%降至 45%。同时，有
63%的受访者称他们在去年网购
杂货时订单出现问题。年轻人对
网购杂货充满热情，中老年人对
网购杂货则更谨慎。年龄在45
岁及以上的受访者中，仅有35%
网购杂货，而“从未在网上购买杂
货且无兴趣这么做”的人的比例
从2015年的34%增长到2018年
的42%。受访者不愿意网购杂
货的最主要原因是他们愿意亲自
挑选新鲜产品。

英敏特零售研究部副主任尼
克·卡罗尔说，网购杂货人数比例
下降，零售商需努力发展新客
户。很多消费者对网购新鲜产品
表示谨慎，他们有其他选择考虑，
同时快递费用也较高。

英敏特的数据显示，2018年
英国在线杂货销售额为123亿英
镑，占杂货销售总额的7%。

调查显示：

英国网购杂货
人数比例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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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堪培拉4月14日
电 回忆过去，刚过而立之年
的袁世超非常感谢2011年那
个勇敢的自己。那一年，没申
请上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
葡萄酒商务硕士专业的他，开
学第一天直接跑到葡萄酒学
院系主任的办公室。

“当时我把自己知道的所
有关于葡萄酒的英语单词全
都用上了，”袁世超回忆说，

“也许系主任被我这个‘无知
者无畏’的愣头青给说懵了，
问我是否愿意先读半年。”

就这样，袁世超进入了葡
萄酒专业。8年后，他已经是
澳大利亚诺瓦维塔酒庄负责
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的市场
部经理。最近几年，他见证了
中澳葡萄酒贸易的迅速发展。

澳大利亚葡萄酒管理局
最新数据显示，2018年澳葡萄
酒总出口额为28.2亿澳元（约
合135.5亿元人民币），其中中
国市场的出口额达11.4亿澳
元（约合55亿元人民币），占总
出口额的40%，较2017年增
长了18%。

袁世超2013年毕业后加
入诺瓦维塔酒庄，当时酒庄正
准备打入中国市场。“澳大利

亚受限于本土市场的规模，超
过50%的葡萄酒需要出口，我
的到来正好帮助酒庄开拓中国
市场。”他说。

诺瓦维塔酒庄创建于
1999年，目前拥有超过1000
多亩地的葡萄园，年产200万
瓶葡萄酒。袁世超说，近两年
诺瓦维塔葡萄酒在中国的销售
额每年增长80%左右。预计
到今年6月底，中国市场的销
售额将超过澳大利亚及其他海
外市场，成为该酒庄最大的市
场。

诺瓦维塔葡萄酒集团创始
人和总经理马克·卡臣对中国
市场也颇为关注。他说，2012
年他第一次到中国的时候，很
多人询问的是入门级的葡萄
酒，而现在大部分咨询的是中
高端酒，中国人对葡萄酒的需
求在发生变化。

目前诺瓦维塔出口到中国
的葡萄酒中超过90%属于中
高端酒。“如果你到北京和上海
的街头走一走，你会看到不少
酒吧和餐馆提供很多种类的进
口葡萄酒。这就是中国葡萄酒
市场的现状。”卡臣说。

自2012年以来，卡臣来往
中国已经超过25次，最近一次

是去年参加首届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随后的不到半年时间
里，诺瓦维塔酒庄已累计接到
来自中国十几个货柜的葡萄酒
订单，金额超过去年其在中国
市场的总销售额。

根据澳大利亚贸易投资委
员会官网的信息，中国已成为
澳大利亚葡萄酒出口的第一大
市场。

自2015年底中澳自由贸
易协定正式生效后，中国进口
澳大利亚葡萄酒数次降税，并
于今年年初开始降为零关税。

“这让澳大利亚的葡萄酒更具
有竞争力。”卡臣说。

澳大利亚更加重视中国市
场。去年，澳大利亚葡萄酒管
理局在中国组织的路演活动中
有超过100家澳大利亚酒庄参
加。同时，中国市场也在影响
澳大利亚葡萄酒产业。中国市
场对干白的接受程度相对较
低，所以现在很多澳大利亚的
葡萄种植园会种植更多的红葡
萄品种。

目前，中澳间的葡萄酒贸
易正快速发展。卡臣希望，不
管国际经济形势如何变化，中
澳葡萄酒贸易要“像两兄弟一
样”不要分开和间断。

中澳间葡萄酒贸易发展迅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