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值班编委 张大勇 值班主任 龙丽娟 责编 李梅容 美编 马永琴 校对 刘刚艺 组版 徐益忠

星期四 2022年5月
农历壬寅年四月十九

今日4版 第135期
19

横琴潮
编辑部出版

湾 区 探 索 粤 澳 强 音

新平台 新空间 新示范 新高地

B01扫码关注“横琴潮”微信公众号

本报讯 记者莫海晖 通讯员蔡蒙
蒙报道：5月16日，经拱北海关技术中
心鉴定，在拱北口岸查获的5只龟为
濒危物种四爪陆龟，被列入《濒危野生
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属《国家重
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一级保护野生
动物。

日前，男子钟某经拱北口岸旅检大
厅海关“无申报通道”进境。现场关员
将其截查，从其携带的一个塑料打包盒
内查获5只龟，疑似濒危物种。后经鉴
定，5只龟均为四爪陆龟。资料显示，
四爪陆龟又叫草原龟，是世界上仅存的

少数陆龟种类之一，被《中国濒危动物
红皮书》列为“极危”等级。

拱北海关提醒，携带或邮寄濒危野
生动植物及其制品进境，必须经国家有
关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持有濒管部门出
具的允许进口证明书和输出国家或地
区官方机构出具的检疫证书，并主动向
海关申报，接受海关检验检疫，未取得
证明文件的禁止携带进境。非法进口、
出口或者以其他方式走私濒危野生动
植物及其制品的，由海关依照《海关法》
有关规定予以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海关截获濒危物种四爪陆龟

□本报记者 李灏菀 陈秀岑

跑一次马拉松、熬一次通宵，身体
会有什么变化？当身体发出的信号可
以被破解，健康可以被“计算”，我们的
生活将带来哪些改变？

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内有
一家以数字生命研究及应用为核心的
创新“独角兽”企业——碳云智能。基
于生物组学研究、数据分析及人工智
能等平台，运用多维度、全周期的数据
整合及计算分析技术，正在搭建创新
的数字生命生态系统，着力推进疾病
预防、诊断、治疗和健康管理等产业的
发展。

小晶圆有大能量

走进碳云智能实验室，一张形似
圆形光盘的生物芯片（晶圆）吸引了记
者的目光，晶圆表面有序排列着一个
个小方格，显微镜下，每个小方格内可
进行13万条多肽分子和受试蛋白相
互作用的定量分析。这是碳云智能自
主研发并制造的高密度多肽芯片，一
个8吋大的晶圆所制造的多肽芯片可
实现上亿个多肽和蛋白质相互作用的
检测。

“相较于传统的检测方法，碳云的
多肽芯片平台突破了目前免疫学诊断
生物标志物的数量限制，能够高通量
自动化地检测蛋白质分子的相互作
用。”碳云智能联合创始人兼首席科学
家李英睿说。

依托该技术，碳云智能在横琴搭
建全球首个无偏差蛋白结合解析技
术平台（多肽芯片平台），推动新一代
诊断技术、疫苗研发和生物制药等产
业发展。目前主要聚焦于感染性疾

病、自身免疫性疾病、肿瘤、中药组分
与多肽药物等方向的研发及产品开
发。

在这个平台上，每例样本仅需约
一滴（50 微升）血清或其他体液进行
检测，月工作通量可高达10万人，并
且可以随着伴随量的增长进行规模
化拓展。

此外，依托强大的数据采集及
大数据算法，碳云智能将传统实验
室里生物学实验的基本范式逐步转
化为数字化、模型化系统。同时，平
台所积累的数据可以为生物医学产
业链的下游打造一个新诊断工具、
新药开发和新疫苗开发的数字生命
引擎。

规划“一人一方”诊疗路径

“多肽芯片的检测结果不仅能够
建立分类模型，用于各类疾病预测、分
级、治疗效果评估和不良反应预测等，
还可以发现疾病特异的新抗原用于致
病机制研究和治疗方法的开发。”李英
睿说。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
出，持续推进覆盖全生命周期的预防、
治疗、康复和自主健康管理一体化的
国民健康信息服务。从“治病”为中心
向“健康管理”为中心转变，已经成为
了医疗健康事业的前沿方向。

走在数字医疗和智能健康管理前
沿的碳云智能，在人工智能、基因组

学、蛋白质组学等众多新科技的帮助
下，正在探索关于生命的“数字地图”，
规划“一人一方”的个性化诊疗和个性
化健康路径，实现“被动健康”到“主动
健康”的观念转变。

目前，合作区正加快构建与国际
规则相衔接、与港澳政策相适应的体
制机制和营商环境。受此吸引，碳云
智能正式落户横琴。李英睿期待能够
通过碳云智能自身的成功探索，在医
疗健康行业中找到更多科技创新与模
式创新的同行者，并希望国家的监管
政策及扶持政策贴合科技迭代的步
伐，令实体经济的创新模式与国际一
流同步，在领先突破转型过程中发挥
积极引导作用。

碳云智能在横琴搭建全球首个无偏差蛋白结合解析技术平台

借助生物芯片描绘生命“数字地图”

本报讯 记者钟夏报道：5 月 18
日，记者从珠海大横琴城市公共资源
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获悉，“垃圾分
类·变废为宝教师团”活动正式启动，
同时发布志愿者招募令，征集20名琴
澳居民开展“大手拉小手”垃圾分类宣
传，为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倡导低碳
生活贡献力量。

该活动由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
局主办，大横琴城资公司承办。

即日起至6月6日，琴澳居民可通
过线上线下方式报名。线上可添加“大
横琴城资”微信公众号报名，线下则直
接联系所在社区工作人员填报名表，由
社区统筹提交。

20名琴澳居民成为志愿者后，首
先要参加垃圾分类知识培训及手工
培训课程，提升自身技能后，进一步
引导市民群众参与变废为宝、源头减
量行动。

近年来，大横琴集团以下属企业大
横琴城资公司为平台，全面承接合作区
垃圾分类全方位、全链条服务工作。合
作区挂牌后，已先后开展十余场琴澳垃
圾分类主题活动。其中，联合澳门街坊
会联合总会广东办事处举行的“庆回
归·琴澳儿童共绘好‘井’象”活动，吸引
了30组琴澳家庭齐聚横琴花海长廊，
通过垃圾分类环保主题井盖绘画活动，
进一步提升绿色环保意识。

横琴招募变废为宝“教师团”

本报讯 记者王晓君报道：5月17
日上午，珠海市人民医院医疗集团横琴
医院党支部联合横琴国际商务中心楼
宇党委、珠海华润银行横琴分行党支
部，在横琴国际商务中心南塔大堂举办
楼宇义诊活动。

横琴医院派出由心血管内科、皮肤
科、内分泌代谢科、神经内科、康复医学
科的主任医师、主治医师、护士组成的
义诊专家小组，为楼宇内的员工提供免
费咨询，并结合病情制定相应的治疗处
方、赠送药品。针对携带体检报告的义

诊人群，专家还进行了报告解读并提出
建议，提供全方位多样化的健康咨询服
务。

此次义诊活动进一步创新了党建
活动载体，丰富了党建内容，充分发挥
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
作用。共有180余人参加活动，累计发
放健康教育宣传册80余份。

接下来，横琴医院党支部将继续深
入企业园区，通过多样化的义诊活动推
动“我为群众办实事”落到实处，助力横
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产业发展。

市人民医院横琴医院创新党建活动

惠民义诊走进办公楼

拱北海关查获的四爪陆龟。 本报记者 程霖 通讯员 蔡蒙蒙 摄

楼宇义诊活动现场。本报记者 曾遥 通讯员 申宇 摄

本报讯 记者李灏菀 陈秀岑报
道：近日，记者从横琴口岸及综合交通
枢纽开发工程项目（以下简称横琴口
岸项目）承建方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二局）获悉，
项目一项技术成果“滨海深厚欠固结
淤泥地层超大复杂地下工程建造技
术”经广东省土木建筑学会组织的鉴
定专家委员会鉴定，整体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

该成果由中建二局与同济大学、
深圳市勘察测绘院（集团）有限公司共
同研发，在横琴口岸项目中得到成功
应用，据统计，该成果为横琴口岸工程
节约施工成本1500余万元，取得了显
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滨海深
厚欠固结淤泥地层建造超大复杂地下
工程提供了横琴样本，推广应用前景
广阔。

作为陆上直通澳门的超级口岸，
横琴口岸项目基坑开挖面积 13.6
万平方米，开挖深度13.2米，局部达
到23.1米，属于超大超深基坑，工程
总土方量约185万立方米，是深厚淤
泥地质情况下，国内最大规模软土地
区异型复杂基坑群及地下工程项目。

据记者了解，横琴口岸项目建设
场地多为滨海软土或填海区，地质条
件差、力学性能差、变形机理不清，一
系列问题与地下空间的建设需求存在
矛盾。同时，淤泥质软土呈流塑状态，
层厚变化较大，具有高压缩性、低透水
性、地基承载力低的特性。

如何解决深厚欠固结淤泥地层基
坑开挖变形控制难度大的问题？中建
二局横琴口岸项目技术负责人黄俊形
象地称之为“在海绵地上建房子”。

为了战胜规模超大、地质条件差

的淤泥难题，摆脱施工困境，中建二局
的项目负责人和技术骨干每天蹲守现
场，与参建单位及相关专家一起研讨
解决方案。结合施工实践、多次试
验，成功研发出一套滨海深厚欠固结
淤泥地层超大复杂地下工程建造的
技术策略：通过试验测定横琴欠固结
淤泥地层的开挖卸荷力学特性，提出

“强支护+土体加固+快速施工”的控
制策略，解决基坑开挖变形控制难度
大的问题；研究超大规模异形基坑群
设计与变形控制技术，确定基坑群支
护结构的桩身水平位移、支护桩桩身
水平位移控制指标。通过采用高频
免振下长护筒技术防止大直径超百
米特长桩施工时发生塌孔和缩径问
题；采用分级扩孔+梯级进尺的方法
终孔，解决珠三角地区淤泥地层成孔
困难的问题。

“该技术策略既解决了项目施工
难题，也对现行标准有所突破。”黄俊
告诉记者，基于“滨海深厚欠固结淤泥
地层超大复杂地下工程建造技术”，横
琴口岸项目在基坑作业期间，创造了
在180天内完成8400根桩基、单月产
值超3亿元的横琴速度，顺利完成了
185万立方米土方量、21万吨钢筋量、
182万立方米砼用量的超级巨无霸工
程。同时基坑变形得到有效控制，变
形值远小于珠海同类工程以及其他滨
海地区类似工程，极大地保障了施工
安全。

目前，依托该成果的技术支撑，横
琴口岸项目相关创新技术获得发明专
利1项、实用新型专利8项、中国建筑
业协会BIM大赛奖项6项，以及获评
广东省工程建设省级工法、广东省建
筑业协会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在海绵地上建房子”有妙招
横琴口岸项目一技术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横琴口岸项目效果图。 通讯员 马可仁 漆佳欣 供图

碳云智能工作人员在光刻合成间进行实验。 本报记者 曾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