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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李灏菀 肖皓方报道：5
月7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首个广东省
少先队校外实践教育营地（基地）在横琴
书笙馆揭牌。随后，30名就读于横琴中小
学的琴澳青少年相聚小讲堂，共上一堂爱
国主义教育公开课。

特色章提升校外活动吸引力

在揭牌仪式上，一枚别出心裁的奖章
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奖章被一圈金色麦
穗包围，中心图案为小男孩和小女孩坐在
一本大书上，寓意青少年在知识的世界里
探索梦想。该奖章是珠海少先队红领巾

“阅读小明星”特色章，将发给参加基地教
育实践活动的少先队员，从而提升校外实
践活动对青少年的吸引力。

横琴书笙馆内设琴澳亲子阅读基地
等多个功能空间，能够就近就便为少先队
组织开展校外实践活动、主题队日活动提
供支持。此前，横琴书笙馆已与澳门多所
中小学建立了互动联系。珠海新华书店
有限公司总经理邱晨表示，“书笙馆不仅
是售卖书本的场所，更是为琴澳青少年提
供阅读思考、文化传播和思想交流的‘心
灵驿站’。”

接下来，横琴书笙馆将持续打造“珠
澳青少年共上一堂党史课（爱国课）”等品
牌活动，为两地青少年提供灯塔学习会、
红领巾学堂、名师导读、红色经典诵读、见
习店长职业体验、青少年心理健康讲座等
丰富的实践项目。

珠海市少工委副主任赵闻广表示，目
前珠海已设立一批少先队校外实践教育营
地（基地），“校内+校外”的少先队组织体系
正加快构建中。“这些基地能够让青少年在
主题鲜明的实践体验中接受熏陶、增长才
干，引导他们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打造红色教育活动品牌

“我的样子，就是中国的模样。当炬

火，去化作那道光。”揭牌仪式后，伴着
昂扬向上的旋律，一堂面向琴澳青少年
的爱国主义教育公开课在横琴书笙馆
开讲。

横琴第一中学历史老师邱海宁通过
视频、图片、史料等多种形式，带领青少年
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并结合共
青团建团100周年，讲述了党领导中国青
年运动的光辉历程、重大成就和历史经
验。同学们被生动丰富的课堂内容深深
吸引，拿出笔记本认真记录。

横琴伯牙小学学生陈钰涵对记者说：

“平时我通过书本看到的故事，都没有邱
老师讲的那么生动！”横琴一小学生王馨
仪则对雷锋的故事印象深刻，“这种帮助
别人的精神启发了我，我要向雷锋叔叔学
习，力所能及地帮助其他小朋友。”

邱晨表示，横琴书笙馆成立至今已
举办超过100场文化阅读活动，爱国主义
和红色经典主题活动是其中的品牌活动
之一，横琴是粤澳文化的交汇点，更需要
做好文化传播和爱国主义教育工作。“通
过阅读、朗诵和分享等方式，可以‘润物
细无声’地向青少年传播爱国主义精

神。”邱晨说。
本次活动由省委横琴工委党建工作

处联合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民生事务局、
团珠海市委、珠海市少工委及珠海新华书
店共同主办。

省委横琴工委党建工作处相关负责人
表示，下一步党建处及相关单位将依托基地
发挥社会实践大课堂功能，不断整合资源，
拓宽红色教育途径，打造实践活动品牌，巩
固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聚焦政治启蒙和价
值观塑造，团结、教育、引领广大青少年传承
红色基因，争当时代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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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钟夏 实习生伍芷莹报道：横琴人寿保险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横琴人寿”）日前发布的2021年度信息披露报
告显示，去年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9.63 亿元，同比增长
2.52%；年末总资产达到254.63亿元，较上年增长8.87%。在
2020年实现盈利的基础上，该公司2021年实现净利润0.11亿
元，已连续两年实现盈利，呈现出较强的增长韧性。

2021年，横琴人寿紧紧围绕“聚焦价值”与“突出创新”两
大主线，持续优化业务结构，完善各层级激励约束机制，树立合
规底线思维，强化战略落地执行，践行增收节支，顺利达成全年
核心发展任务。随着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正式成立，公司加快
探索基于合作区的业务模式及服务创新，满足客户个性化服务
需求。

数据显示，2021年横琴人寿在业务结构、投资管理方面均
保持向好态势。在业务结构方面，2021年，横琴人寿实现保险
业务收入67.86亿元，其中首年期交保费达28.96亿元，同比增
长73.0%；续期保费达23.46亿元，同比增长155.59%。在投资
管理方面，公司整体投资收益水平保持稳健增长，实现财务投
资收益12.22亿元。

立足粤港澳大湾区，横琴人寿持续探索跨境服务新模式，
在跨境医疗保险、大湾区专属重疾险等产品研发方面先试先
行，共完成21款新产品备案，并推出一系列核保、健康管理、增
值服务等合作区专属服务。

横琴人寿是经原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于2016
年12月成立的全国性寿险公司，作为合作区内唯一的寿险法
人机构，横琴人寿已实现了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群机构全覆
盖。在中国证券报主办的“第一届中国保险业投资金牛奖”评
选中，横琴人寿获“保险公司投资金牛奖”。

“在过去五年的发展中，横琴人寿在跨境金融保险领域取
得了一定的成就，为大湾区保险业互通互联起到了推动作
用。随着合作区加快建设，给横琴人寿带来了全新的历史机
遇。”横琴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董事长兰亚东表示，未来将抢抓
粤澳深度合作重大机遇，用足用好毗邻港澳的区位条件、先行
先试的政策措施，进一步探索基于合作区的业务模式创新，为
公司稳健经营积蓄力量。

横琴人寿去年
实现营收79.63亿元
第一个五年发展规划顺利收官

本报讯 记者钟夏报道：浪漫向日葵灿烂盛放，簕杜鹃园
游人如织，各大露营地人气爆棚……连日来，由珠海大横琴城
市公共资源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精心管养的横琴花海长廊成为
珠澳两地居民休闲旅行的首选地。近日，在横琴花海长廊开
展的“旧物义卖与创意市集”活动，共有25名摊主参与义卖，
吸引了诸多市民游客，践行低碳环保新风尚，共度欢乐的假日
时光。

本次活动得到横琴新区公共秩序协会支持，由大横琴城资
公司承办，珠海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广发银行广东自贸试
验区横琴分行、珠海市横琴红旺贸易有限公司协办。

“富瘦者联盟”“凉拌小可爱”“创意小宇宙DIY彩绘”……
活动现场多个旧物义卖摊位的名字各有特色；文具、小植物、书
籍、饰品、手工品……义卖物品琳琅满目、品类繁多，叫卖声此
起彼伏，前来选购的游客络绎不绝，所得善款将捐献给横琴新
区公共秩序协会用于海洋环境保护。

“如此新颖的活动我还是第一次参加，在选购过程中深切
感受到横琴的包容与活力。通过旧物义卖，不仅做到物尽其
用、低碳环保，还能献出一份爱心，我觉得这个活动很有意义。”
来自中山的游客刘女士说。

参与义卖的摊主王先生则表示：“这样的公益活动我们下
次还会参加。这次专门带孩子过来义卖，希望培养孩子的责任
心和耐心，帮他从小养成勤俭节约的好习惯。”

本次活动设有垃圾分类互动游戏专区，以寓教于乐的方式
提高孩子学习垃圾分类的积极性，引导其学以致用，形成绿色
低碳的良好生活习惯。

去年以来，大横琴城资公司持续探索城市“零废”“减碳”全
链条管理模式，各大场所垃圾分类回收率持续攀升，垃圾分类
回收链日渐完善。

“活动地点设在绿树成荫、百花齐放的花海长廊，让居民在
自然风光间感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美，共同践行资源利用、减
碳减废、垃圾源头减量理念。”大横琴城资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将创新开展形式多元、覆盖面广、全民参与的主题活动，助力合
作区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花海长廊“义卖市集”
掀起环保热潮

本报讯 记者王晓君 实习生李美琪报道：2022年澳门居民
参访横琴学校活动将于5月15日上午举行，现面向澳门居民开
放线上报名，活动将分3条路线参观6所横琴学校。

为进一步促进琴澳教育融合，让澳门居民更好地了解合作
区教育资源及学校办学情况，体验合作区各学校文化底蕴和特
色办学成果，合作区民生事务局将面向澳门籍适龄儿童、少年
家长组织开展这次活动。计划招募不超过120名参访家长（每
组家庭不超过两名家长参加，暂不接受儿童、少年随行）。

具体活动时间为5月15日（星期日）上午9：00至12：30，将
组织家长参观横琴中心幼儿园、首都师范大学横琴子期实验幼
儿园、横琴第一小学、首都师范大学横琴子期实验小学、横琴哈
罗礼德学校、横琴华发容闳学校等6所学校。

此次活动分3条参观路线，每条路线40人，各路线之间无
交叉、重合。家长可参考各路线学校简介，根据自身需求，选报
其中一条，并在报名时勾选是否需要统一乘车。

路线一将于9:30至10:45参观首都师范大学横琴子期实
验幼儿园，10:45至12:00参观首都师范大学横琴子期实验小
学；路线二将于9:30至10:45参观横琴中心幼儿园，10:45至
12:00参观横琴第一小学；路线三将于9:30至10:45参观横琴
哈罗礼德学校，10:45至12:00参观横琴华发容闳学校。

3条路线均于9:00在横琴口岸北迎客平台集合乘车，并于
12:00结束行程，乘车返回横琴口岸。本次活动不收取任何费
用，有意向的澳门居民可于5月12日前报名。

澳门居民可报名参观6所横琴学校

爱国主义教育公开课上，老师与学生亲切互动。 本报记者 肖皓方 摄

□本报记者 李灏菀 见习记者 陈秀岑

“以人工智能驱动肿瘤液态活检技术
创新应用”——走进珠海横琴圣澳云智科
技有限公司的展厅，映入眼帘的企业愿景
让人眼前一亮。

“我们公司最核心的技术是能够把人
体体液中非常稀有的肿瘤物质，如肿瘤细
胞或游离核酸等，采用生物技术和人工智
能技术跨界结合的方法，将其高纯度地分
离出来并进行分析诊断。”珠海圣美生物
诊断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美生
物”）及珠海横琴圣澳云智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圣澳云智”）总经理石剑峰告
诉记者。

AI赋能肿瘤液态活检

圣美生物是一家掌握全球领先肿瘤
液态活检技术的精准医疗创新型企业，在
中国和美国都有研发中心，致力于为肿瘤
患者提供无创诊断的解决方案。自成立
以来，圣美生物积极发挥区位优势与澳门
大学、香港大学等大湾区优秀科研院校深
度开展研发合作，现已拓展多条肿瘤诊断
产品研发管线。

位于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的
圣澳云智，是圣美生物的全资子公司，负
责通过人工智能、云计算开发等手段提供
全面的肿瘤诊断管理数字化解决方案。

“通过肿瘤液态活检，我们发现肿瘤细
胞样本在血液里的含量实在太低，很难单
靠生物学技术实现肿瘤早诊。所以我们在
2018年开始尝试以人工智能技术作为突破
点，力争完成癌症早期精准诊断的目标。”石
剑峰说。

来到二楼的影像数据分析中心，两台
电脑显示屏上分布着颜色各异的荧光点，
每个荧光点代表着样本细胞染色体的检
测位点，信号颜色及数量可用以区分细胞
是否存在与肿瘤发生相关的异常。

这是圣美生物拥有的循环染色体异
常细胞（CAC）检测技术，该项技术与人工

智能影像评估结合，可为医生提供从影像
到细胞染色体变异等多维度的临床证据，
全面提高肺部结节的综合诊疗水平，实现
肺癌早诊。

目前，基于循环染色体异常细胞
（CAC）检测技术的肺癌早期智能整体解
决方案是圣澳云智的第一个商业化产
品，已为全国1万多名患者提供病程管理
服务。

“我们相当于在肺癌早诊早治中找到
了最佳的平衡点，让患者既不会错过最佳
治疗时机，也不会被过度治疗。”石剑峰表
示。应用于肺癌早诊的项目“肿瘤液态活
检人工智能平台的开发及应用”2020年入
选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评选的

“国家人工智能优秀案例（解决方案类）”。

多方合力打开癌症早筛市场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2021年全
球最新癌症数据，全球新发癌症病例

1929万例，其中中国新发癌症病例457
万例；2021年全球癌症死亡病例996万
例，其中肺癌死亡180万例，高居恶性肿
瘤之首。

“肿瘤早诊，包括肿瘤液体活检，有非
常广阔的市场前景，有权威市场研究机构
预测，中国和美国加起来的市场规模将近
500亿美元。”石剑峰表示。

在技术创新方面，圣美生物的肿瘤液
态活检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在全球前沿
技术领域领跑。与此同时，该公司积极牵
手国内外知名研究机构、澳门大学等探索
科研合作机会，加快拓展人工智能在肿瘤
液态活检技术的应用范围。

2018年，作为首届粤港澳大湾区卫生
与健康合作大会的第一批签约项目，圣美
生物与香港大学、澳门大学共同建立“粤
港澳肿瘤液态活检联合研究中心”，并以
该研究中心为依托，合作开展肝癌、乳腺
癌科研项目。该项目获得了广东省科技

厅粤港、粤澳科研项目基金大力支持。
2021年，该研究中心在澳门大学及中山大
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大力支持下，实现了首
例经珠海进行粤澳人类遗传生物科研样
本的跨境转移。

在人工智能技术方面，圣澳云智组建
了一支国际化的算法及软件开发团队，建
立了可面向全球服务的深度学习技术云
智能数据服务平台。

肿瘤液态活检领域的创新企业面临
的困难和挑战不仅仅是技术创新，还要解
决新技术的商业化落地。

虽然肺癌早诊智能整体解决方案率
先破题，但圣澳云智创新技术商业化落地
难题依然待解。“成型产品的商业化落地，
涉及到患者教育、医生教育和政府助力推
动等多方力量。”石剑峰表示，依托合作区
独特的区位优势和政策优势，希望肿瘤诊
断技术可以拓展更大的国内及海外市场，
服务更多人群。

以人工智能为矛“破局”肺癌早诊
圣澳云智牵手科研机构推进肿瘤液态活检技术创新

横琴圣澳云
智科技有限公司
工作人员正在做
实验。

本报记者
曾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