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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完啦！”

来自珠澳两地的小朋友在横琴花海长廊参加写生大赛，画完后他
们举起自己的作品，向过往游客展示。 蕉下客 摄

澳门科技大学举办医学学术论坛

以数字科技推动医学研究发展

新华社澳门3月30日电 澳
门特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30日公
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2月对
外商品贸易总额达270.6亿元（澳
门元，下同），较去年同期（202.9亿
元）增长33.3%。

据统计，今年1至2月总出口
货 值 为 24.5 亿 元 ，按 年 上 升
13.4%，其中再出口（21亿元）及本
地产品出口（3.4 亿元）分别增加
10.9%和 31.4%。总进口货值为
246.1亿元，上升35.7%。首两个
月的货物贸易逆差为221.7亿元，
较去年同期（159.8亿元）增加61.9
亿元。

按出口目的地统计，1至2月
输往香港地区（19.4 亿元）、美国
（8882万元）与欧盟（4527万元）的
货值按年分别上升17.9%、22.5%
和30.5%，出口至内地（1.7 亿元）
的则下跌 26.5%。输往“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的货值（5770 万元）
减少11.5%，至葡语系国家（24 万
元）则上升45.6%。

按货物原产地统计，首两个月
产自欧盟（93.3亿元）及内地（70.1
亿元）的进口货值按年分别上升
59.3%和8.2%，产自“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46.3 亿元）及葡语系国家
（1.3 亿 元）的 亦 上 升 29.0% 和
25%。按货物来源地统计，从香港
地区进口的货值（216.5亿元）上升
46.1%，来自内地（21.8亿元）的则
下跌16.1%。

具体到今年 2月，货物出口
总 值 为 10.1 亿 元 ，按 年 上 升
39.2%。其中再出口（8.7亿元）升
幅为 36.8%，本地产品出口（1.4
亿元）上升 55.9%。货物进口总
值 按 年 上 升 38.7% 至 105.6 亿
元。2月的货物贸易逆差为95.4
亿元。

澳门1至2月对外商品贸易总额270.6亿元

较去年同期增长33.3%

新华社北京3月30日电 由中国文
学艺术界联合会、香港特区政府民政事
务局、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等多家单位
共同主办的“笔墨丹青绘湾区——庆祝
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美术作品展”，30
日正式开启作品征集工作。

本次征集活动旨在通过美术的视
觉形式，生动记录香港、澳门自回归祖
国以来，在“一国两制”方针指引下，在

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民生等各领
域取得的发展成就，擘画对港澳未来
发展的美好期许。作品需细腻描绘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创新实践，着重凸显
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积极作为，
充分展现港澳的繁荣进步与祖国密不
可分。

本次作品征集面向内地及港澳地
区美术工作者开展。主题涵盖香港、澳

门回归祖国后的重要事件，如港珠澳大
桥建成通车、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
设、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建设、
内地支援香港同心抗疫等，广东省大力
推进粤港澳三地合作全面深化以及粤
港澳三地标志性景观等内容。征稿类
型包括中国画、油画、版画、水彩粉画及
雕塑，其中画作最长边不超过2米（不含
框），雕塑长宽高均不超过80厘米。

本次征集活动将于5月4日截止。
相关信息可登录中国美术家协会官方
网站（www.caanet.org.cn）及官方微信平
台查看。

据了解，活动主办方计划6月上旬将
特邀创作和征集的共100件优秀作品，在
中国国家博物馆、香港中央图书馆、澳门
旧法院大楼、深圳美术馆多地公开展出，
展览将持续至8月。

“笔墨丹青绘湾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美术作品展”征集工作启动

展现港澳回归祖国以来发展成就

3月26日下午，“探索医学前
沿——通过创新和多学科方法开
拓医学的未来：挑战和机遇”医学
学术论坛在澳门科技大学举行。

据悉，作为澳门科技大学22
周年校庆系列活动，本次论坛邀请
了顶尖医学专家学者共聚一堂，通
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分享各
自在多学科方法和创新医药研究
方面的最新进展。本次论坛涵盖
医药领域的多个主题，旨在汇集具
有创新性、前瞻性的观点，深化不
同学科间的合作，启发新时代医
学、药学从业者共同探讨解决人类
面临的重大医学问题和挑战。

数据驱动引导生命科学研究发展

“生命其实是可以数字化的，生命是
一种‘程序’。”澳门科技大学特聘教授、
碳云智慧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王俊表
示，以前很少有人用计算机来研究生命
科学，但如今利用智能算法进行生命科
学实验已经成为生命科学研究的新常
态，数据驱动的范式已经成为生命科学
领域的研究主流。王俊介绍，人们如今
时常提及的基因领域医学就是随测序技
术而产生的。通过基因测序技术，现代
医疗科技可以进行出生缺陷与筛查、肿
瘤与肿瘤检测、病原与病原检测三方面
的应用。他总结说，数字生命将是未来

生命科学和生物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

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应用服务临床医学

澳门科技大学医学院副院长张康
同样关注数字技术在现代医学中的重
要性。张康表示，近5年来中国医学信
息化发展不断加速，但目前仍然存在医
疗资源分布不均衡的现象，因此急需人
工智能技术助力临床医学应用，以此缓
解医疗资源缺乏和精准医疗需求等问
题。他建议，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
提高医疗服务效率，建立快速精准的智
慧医疗体系。

北京大学未来技术学院院长肖瑞平
也提到，应以跨时空、全维度的医疗数据

为基础发展智慧医学，建立人体数字孪
生系统，开启医学智能研究范式。

培养高端医疗科技人才

肖瑞平表示，中国医药产业目前面
临的巨大挑战是缺乏源头创新，我国生
产的药物98%以上为仿制品，产品附加
值低，无法在激烈竞争的国际市场中占
得一席之地。肖瑞平谈到，人才储备的
不足极大地制约了中国新药研发和医
药产业的发展。“我们要着力培养这方
面的人才，这是‘抢脑子’的问题。”她建
议，通过建设高端人才培养基地和政策
智库，聚拢包括中国科学院、工程院院
士以及学科主委在内的中国顶级医学

专家，对接中国50余所顶级医学院校及
医疗机构，打造国际化线上医学教育平
台，创新医生培养模式，系统培训优质
CMO和相关人才，助力中国创新医药
产业发展。

在论坛中，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
任、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
主任张文宏以“大流行的过去、现在与未
来”为主题介绍了中国的抗疫故事和成
果，并阐述了科技因素在疫情防控中的
重要性。澳门科技大学药学院院长兼中
医药学院署理院长朱依谆介绍了其正在
进行的新药研发新方法和新技术，重点
介绍了益母草碱的研发过程，他指出新
技术的应用能突破药物研发的瓶颈。

本报讯 记者王晓君 实习生李美
琪报道：3月30日上午，珠海大横琴
发展有限公司与珠海金创实业有限公
司在横琴国际商务中心举行合作签约
仪式，金汇国际广场正式成为珠海大
横琴发展有限公司运营的第11个产
业园区。双方将在楼宇招商和产业服
务等方面开展深入合作，引项目、聚人
才，为珠澳中小企业提供现代写字楼
创新办公模式，打造合作区智慧化办
公体验中心。

为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助力合作区产业落地，珠海大横琴发
展公司于2021年10月正式启动“超
级星”园区，全新构建了“产业投资+
产业招商+产业园区运营+产业服务”
的“超级星”园区生态，激活合作区产
业载体价值。通过聚焦合作区四大产
业，积极开展园区建设、招商引资、产
业服务、产业培育等工作，不断完善

“专业、贴心、温暖”的优享服务管家体
系，全力支持服务珠海和横琴粤澳深
度合作区产业高质量发展。

大横琴集团党委副书记、大横琴
发展公司总经理邓峰表示，通过为入
驻园区的企业和人才配置“四位一体”
的优享服务管家体系，提供共享商业
配套和公共配套服务，以及政策精准
适配和兑现服务，大横琴“超级星”园
区将为区域内粤港澳创新资源、优质
企业的引入和落地贡献力量，进一步
助力合作区产业发展。

据悉，金汇国际广场是澳门特区
政府首批推荐入驻横琴粤澳产业园
的投资项目，该项目位于横琴港澳大
道文创园区，总建筑面积10万平方
米，由澳门金龙集团旗下金创实业公
司投资开发，目前已建成并逐步投入
使用。澳门金龙集团总裁吴锡琛表
示，借助合作区的发展机遇，期待通
过合作实现多方共赢目标，以此加强
粤澳产业联动，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
元发展。

优享服务管家正式进驻
金汇国际广场。

本报记者 曾遥 摄

金汇国际广场。 受访单位供图

参加论坛的线
上线下嘉宾合影。

本报讯 记者许晖报道：3月30
日是世界海牛日，珠海长隆海洋王
国一头新生西非海牛宝宝正式与游
客见面。海牛就是传说中神秘的

“美人鱼”，记者率先探望了丑萌丑
萌的“小美人鱼”。

经过现场核酸检测后，记者进
入园区，在海牛馆见到了这头紧紧
跟在妈妈身边的小海牛“菜菜”。仅
两个多月的它已从刚出生时的36
公斤长到了70公斤，并以平均每天
增重700克的速度健康成长。目
前，它每天都在海牛妈妈的陪伴下
学习自主吃奶和游泳，偶尔还会吃
些嫩菜叶作为辅食。

据了解，海牛宝宝于2022年1
月17日出生，海牛妈妈用了1小时
20分钟完成了分娩。目前新生小
海牛身体状况良好，在妈妈的陪伴
下，已开始自主吃奶并学习游泳。
为保证海牛妈妈摄取充足的营养并
哺育海牛宝宝，保育员专门为其定
制了营养丰富的“月子餐”。通常海
牛的哺乳期是一年半，小海牛出生
17小时后便进行母乳喂养，出生后
第12天开始食用新鲜的嫩菜叶作

为辅食。
据珠海长隆海洋王国保育专家

刘长平介绍，截至目前，一共出生了
5头海牛宝宝，繁育成功率达到了
100%。海牛馆除了海牛以外，还
有50多种接近6000条的鱼类。

早在2018年5月，珠海长隆海
洋王国成功在人工环境下繁育出全
国首例西非海牛宝宝“比尔”，
2019年雌性海牛宝宝“西雅”、雄性
海牛宝宝“乔治”也相继在长隆出
生，2020年12月3日，长隆在国内
首次繁育出西非海牛二胎——之前
生下“比尔”的海牛妈妈“抱抱”再次
怀孕并成功产下二胎“比莉”。

目前，珠海长隆海洋王国共有
西非海牛13头，其中共有5头是在
园区内出生和成长的。作为大型水
生哺乳动物，海牛主要活跃在河口
三角洲与近海多水生植物的浅海平
静水域。多年来，人类活动侵袭和
捕杀对海牛的生存构成了巨大的威
胁。世界目前现存的3种海牛，即
亚马逊海牛、西印度洋海牛以及西
非海牛，均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
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

“美人鱼”菜菜揭开神秘面纱
珠海长隆海洋王国新生海牛宝宝与游客见面

海牛妈妈和海牛宝宝。 本报记者 朱习 摄

采写：本报记者 王晓君
实习生 李美琪 杨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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