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手指轻轻一点，万物遇“屏”即连的场景正加速融
入生活。伴随着智能终端、可穿戴设备等产品的兴起，
触控面板低价化、大尺寸化，打响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材
料争夺战。一种柔性新材料——纳米银线，被视为新
一代人机交互的关键材料，可大规模应用于多种智能
终端、智能穿戴、智能家电等方面。

“目前市场上最主要的透明导电膜材料是ITO（氧
化铟锡）材料，具有易折断、高成本、高能耗、高污染的缺
点，难以在柔性触摸屏上应用。”纳金科技有限公司创始
人雷震告诉记者，与传统ITO材料不同，纳米银线透明
导电、耐弯折且生产成本低，折叠屏手机甚至是全柔性
屏手机都是纳米银线应用的生动例子。

纳金科技是一家研究前沿纳米材料领域的企业，一
直专注于以纳米银线为核心的柔性透明导电技术，可提
供从上游的纳米银核心材料、纳米透明导电浆料、图形
化透明导电薄膜到下游产品的整体解决方案，多项技术
工艺达到国际先进、国内领先水平。“触控是人机交互的
主流方式，纳米银线是满足柔性触控的主流材料，伴随
柔性屏的广泛普及，我们会成为一个重要的国产替代，
打破国外对这一领域核心材料的垄断。”雷震表示。

本报讯 记者王晓君 实习生杨薇报道：3
月26日，记者从珠海市人民医院横琴医院获
悉，珠海市人民医院横琴医院医学美容中心正
式成立。

据悉，该中心是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唯一
一家公立医学美容机构，同时也是该医院重点
打造的品牌特色科室。该医学美容中心将以
一系列科学完备的皮肤问题和抗衰老解决方
案，为群众提供国际化、高标准、高品质的医疗
服务。

据了解，目前，该医学美容中心设置了皮肤
美容门诊、微整形外科门诊等多个特色美容门
诊，拥有一系列先进医学美容设备以及皮肤疾
病专业治疗设备，已经开展了一系列皮肤年轻
化项目，并将逐步添加各种仪器开展多种激光
美容项目。

本报讯 记者马涛报道：为了培养辖区青少
年珍惜粮食、尊重劳动成果的美德，向父母表达
感谢，3月26日下午，小横琴社区党委、妇联、
小横琴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联合珠海市阳光
时代慈善会党支部在小横琴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开展青少年兴趣课堂——自制芝麻南瓜饼亲子
活动。据悉，此次活动是“相伴学院——小横琴
社区青少年成长空间”“民生微实事”项目之“美
食美刻，亲子同乐”系列的最后一期活动。

活动中，社工为青少年分发贺卡，大家用绘
画和文字填满感恩卡片，表达对父母的感激之
情。

“谢谢妈妈，虽然我很挑食，但您总是变着法
做好吃的给我，您辛苦了！”有的青少年将写好的
卡片拿给家长看。有的青少年将卡片折好放在
口袋里，“这个卡片是我悄悄给妈妈准备的小惊
喜，等下我先和她一起做南瓜饼，回家后再把卡
片放在她房间，她看到应该会很开心。”张同学对
着社工说道。

随后，社工通过图文为大家介绍制作南瓜
饼的步骤、注意事项等。青少年领取食材后，每
两人一组开始制作。不一会儿，一个个南瓜饼
就完成了。看到自己亲手制作的芝麻南瓜饼，
青少年脸上充满了期待。

“孩子非常喜欢美食制作活动，希望以后多
举办这样的亲子活动。”参加活动的佳凝妈妈说
道。

通过本次活动，青少年学会了相互合作、相
互讨论、相互分享，不仅培养了动手能力，也在
和家长一起制作南瓜饼的过程中增进了交流与
互动，培养了懂得感恩的美好品德。

青少年在制作南瓜饼。 本报记者 马涛 摄

本报讯 记者刘雅玲报道：近年来，文化和
科技融合催生了新的文化业态，也延伸了文化
产业链。为进一步结合民生需求，聚焦新时代
文化主体，培育和挖掘社区文化自组织，3月至
6月，横琴文化站将联合珠海彩虹桥社工服务
中心，在小横琴社区、荷塘社区、莲花社区、新家
园社区，分别开展“横琴文化站2022年民生舞
台文艺汇演”活动。

据了解，活动将通过线上直播或录播的形
式在合作区内的4个社区开展，在为社区文化
队伍提供展示平台的同时，以团体报名的方式
深度促进社区琴澳居民融合，充分挖掘和培育
合作区内自有民间艺术组织团体。

搭平台 促融合 共发展
横琴文化站2022年民生舞台

文艺汇演活动开启

珍惜粮食 培养美德
小横琴社区开展青少年兴趣课堂

雷震表示，横琴有着吸引境
外人才和聚集内地人才的便利条
件。随着合作区科研教育事业的
发展，纳金科技将积极牵头与澳
门大学、澳门科技大学等高校进
行产学研合作，承担起科技产业

化阶段的创新使命和社会责任。
在合作区的建设发展上，纳

金科技对合作区具体政策的出
台充满期待。以人才政策为例，
希望横琴能进一步优化岛内营
商环境，如降低岛内吃住行成本

助力企业留人用人；提升岛内人
员通行效率，如适度放宽澳门单
牌车进入横琴的要求、推动两地
驾照互认、提高往返珠海市区通
勤效率等，营造琴澳两地互融互
通和便捷高效的生活创业环境。

勇担使命，推动与高校产学研合作

纳金科技“十年磨一剑”

“屏”实力擦亮“珠澳造”

纳金科技有限公司研发中心工作人员在进行纳米制备实验。
采写：本报记者 李灏菀 见习记者 陈秀岑
摄影：本报记者 曾 遥

本报讯 记者钟夏报道：3月 26日，主题
为“俄乌冲突下全球经济金融变局”的横琴智
慧金融论坛（2022 年第一季度）线上会议举
办。本次论坛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金融发
展局指导下，由横琴智慧金融研究院（吉林大
学横琴金融研究院）主办，珠海横琴琴澳金融
服务有限公司协办，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和珠
海市金融学会提供学术支持，横琴金融行业

协会承办，邀请了多位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就
俄乌冲突对当今世界经济金融影响、未来国
际秩序和市场资产配置等热点问题发表主题
演讲。

横琴智慧金融研究院院长兼首席经济学
家李晓，吉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世界经
济学会副会长丁一兵，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
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中国世界经济学

会秘书长冯维江等围绕全球未来经济形势及
我国相应战略调整等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坚
持以改革促开放、以创新谋发展成为与会专
家学者的共识。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实践教授、香港国
际金融学会主席肖耿认为，我国内部金融风
险可控，更应关注外部压力和风险，尤其是
全球供应链压力；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教授、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张礼卿认为，
我国要坚持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
做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加快形成“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广东金融学院副校长、中国数
量经济学会副会长易行健认为，从长期来
看，我国应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开放，推进人
民币国际化和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产业链
构建。

横琴智慧金融论坛（2022年第一季度）线上会议举办

专家学者热议经济发展热点问题

珠海市人民医院横琴医院

医学美容中心成立

为群众提供
高品质医疗服务

珠海市人民医院横琴医院医学美容中心成立。
受访单位供图

走进纳金科技的展厅，一张
很平滑、看似普通的薄膜映入眼
帘，它就是柔性触控的主流材
料，拿在手里可随意弯曲，应用
于家电上可触控，“不仅手机屏
幕可以折叠，未来高清大屏都可
以卷起来。”雷震介绍道。

在这张神奇的薄膜背后，隐
藏着无数根头发丝形态的纳米
银线材料。雷震告诉记者，纳米
银线的直径在20纳米左右，大约
相当于头发丝的万分之一，长度
则达到20微米，长度和直径的比

值达到1000倍。纳米银线的耐
弯折性可让产品形态更随心所
欲，产品设计有着无限的发挥空
间；银金属优异的导电性让触控
更加灵敏、使用起来更加流畅。

2015年，纳金科技的研发团
队在珠海高新区一个两三百平方
米的实验室里起步，探索纳米银
线的合成、生产和工艺研发。

不同形态的纳米银用途不
同，纳米银颗粒由于表面效应，
具有极佳的广谱杀菌杀毒性
能。疫情期间，纳金科技利用自

身在纳米技术方面的深厚积淀，
将纳米银颗粒进一步做成了能
够长效稳定杀毒的“缓释胶囊”，
一次喷洒可持续有效24小时以
上，能够针对病毒环境传人、物
传人、人传人进行有效抑制，降
低公共场合病毒传播风险。

如今，纳金科技研发的银立
净长效消毒液、消毒专用雾化
器、超长效杀毒贴膜等产品，已
广泛应用于银行、口岸、高铁站、
办公楼、酒店、冷链物流等多个
场景。

打开市场，推动纳米银材料多元落地

新材料的研发过程经常被
比喻为“十年磨一剑”，从上游产
业研发到下游工艺制造，纳金科
技走的是一条“前无古人，后启
来者”的路。

在纳金科技成立之前，清华
大学材料专业毕业的雷震早早
地就开始了相关研究，并尝试从
电子制造业终端产品回溯至上
游材料研发。2014年，雷震在
寻找新材料的过程中碰到了技
术合伙人丁轶。令人惊喜的是，
丁轶于2013年成功申请纳米银
材料的相关发明专利。怀揣着
让科研技术摆上“货架”的梦想，

两人一拍即合。
“没有模式可以借鉴”是纳金

科技起步时遇到的最大困难，不
仅要克服技术难题，还面临着巨
大的不确定性。雷震告诉记者，
新材料与新工艺总是相伴相生，
新材料既要解决与之相匹配的工
艺问题，还要解决新材料、新工艺
和下游产业应用相结合的问题。

在下游制造业摸爬滚打多
年的经历告诉雷震，满足低成
本、大规模稳定量产并且可重
复，是产业化落地的必备要求。
纳金科技2015年成立后投入研
发，2016年实现大规模量产，继

而一步步从工艺研发走向精准
匹配企业需求，直到2019年打
通整个产业链，实现了纳米银材
料从上游材料到可应用的终端
产品的全产业链创新。

数据显示，目前纳金科技已
有100多项创新产品成功产业
化落地并在诸多一线家电家居
品牌得到量产应用，构建了以40
多项发明专利为主体的自主知
识产权体系，突破了“卡脖子”的
关键技术，打破了国外对先进信
息材料技术的垄断。短短7年时
间，纳金科技实现了“从无到有”

“由弱渐强”的巨大变化。

攻艰克难，探索中解密未知

2014年，雷震与家人技术
落户到澳门。去年7月，纳金科
技将总部迁至横琴，在横琴·澳
门青年创业谷设立一体化的行
政中心、研发中心、商务中心和
产品展示中心。基于研发团队
打下的扎实“地基”，纳金科技
包揽了许多国际、国内科创大
赛的冠军，很多奖项成为澳门
的“第一”和“唯一”。作为珠澳
科创合作的企业代表，纳金科
技逐渐让更多的澳门青年看到
投身科技创新的路径，成为了

青年从事科技创新和创新创业
的榜样标杆。

近两年，国家一系列鼓励政
策的春风吹燃了科技创新企业
的发展之火，银行和风投机构对
实体经济和硬科技项目的“添
柴”，更让科创热度只增不减。
在浓厚的科创氛围下，纳金科技
正从“谋篇起势”迈入“扬帆远
航”的新阶段。

抢抓机遇，乘势而上。一
方面，纳金科技的柔性可发光
产品和消毒杀菌产品正与澳门

现有的传统产业，如旅游、会展
文创、传统制衣相结合，助力澳
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另一方
面，其柔性触控导电部分的产
品对应着中国电子制造业广阔
的蓝海市场，“珠澳造”的纳米
银核心材料为中国制造增光添
彩。

“今年，我们的目标是把纳
金科技防疫消杀系列产品推广
到全国，甚至到葡语系国家，为
全球疫情防控贡献科技力量。”
雷震说。

深耕科创，迸发“珠澳造”活力

纳金科技有限公司设备纳米银消毒专用雾化器。

纳金科技有限公司柔性可发光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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