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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香港7月20日电 第32
届香港书展20日在香港会展中心开
幕，其间将在场内外举办超过600场讲
座及文化活动。

本届书展的年度主题为“历史文
化·城市书写”，并以“从香港阅读世界：
忆·写香港故事”点题，旨在体现香港独
有魅力。

在今年香港书展上，联合出版集团
旗下三联书店、香港中华书局、香港商
务印书馆等参展公司共租用近200个
展位，推出近300种各类新书。

作为香港三联书店本届书展重点
推介书籍之一的《吾国吾港：狮子山下
的讲述》，介绍了港人家国情怀故事。
该书摆放在三联书店展位的显眼位置，
吸引往来读者驻足翻看。这本书最值
得称道的，是写作者对香港历史的真切
体味，对香港社会的细微观察，对香港

人向上向善的心灵书写，对香港发展繁
荣的真诚祝愿。这些故事，或熟悉，或
陌生，像一扇扇窗，从中看到一幅幅个
体与香港和祖国同命运的时代画面。

本届书展推出的新书主题多元，为
读者提供了丰富的阅读盛宴，包括帮助
市民了解紫禁城历史及珍宝故事的《故
宫三宝》盒装精品套书，以趣闻轶事串
联起数代港人集体记忆的《我们的油尖
旺故事》，纪念港九大队成立八十周年、
花费逾四年编修的香港首部军事志《港
九大队志》，记录香港与祖国共同发展
的绘本故事书《桥相连，心相接：给孩子
的香港故事》等。

本届香港书展将持续至26日，并
与“运动消闲博览”“零食世界”同期举
行，三大展览共吸引超过700家展商参
与。书展讲座活动主题丰富，涵盖中华
传统文化、心灵励志、儿童教育等内容。

第32届香港书展开幕

将举办超过600场讲座及文化活动

本报讯 记者陈雁南报道：近日，珠
海澳大科技研究院（以下简称珠研院）
与艾尔普再生医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艾尔普再生医学）签订联合实验室
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位于横琴粤澳
深度合作区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
园的珠研院II期“中华医药与转化医学
中心”搭建研发技术平台，联合开展再
生医学研究，助推合作区生物医药产业
发展。

记者了解到，该项目将由珠海澳大
科技研究院研究员、澳门大学健康科学
学院副院长陈国凯教授团队与艾尔普
再生医学团队开展。陈国凯教授表示，
团队将与艾尔普再生医学设立专项联
合开发项目，结合双方各自的技术优
势，共同开展退行性疾病领域的科学研
究，进一步促进细胞治疗产业及生物医
药的落地转化。联合实验室的团队成
员在干细胞研发方面已合作多年，
2019年就曾在Cell Reports 期刊联
合发表论文，为本次合作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艾尔普再生医学联合创始人周园
表示，此次与珠研院成立联合实验室，
是双方在科研创新转化方面的新探
索。珠研院副院长王春明教授表示，期
待双方能进一步聚合合作区内外的优
势资源，积极围绕合作区产业发展需
求，为促进粤澳生物医药融合创新、推
动澳门科研成果转化贡献力量。

艾尔普再生医学创立于2016年，

是全球领先的 iPSC创新细胞治疗高
新技术公司，围绕难治退行性疾病持
续推进“现货型”细胞治疗产品开发，
已在全国多个权威临床医学中心开展
临床研究。为推动行业规模化、标准
化发展，已建成CRISPR/化学诱导/无
动物源性等多元化体系的、基于智能
计算驱动的iPSC重编程技术平台，结
合半监督学习方法的智慧型细胞质
检平台，以及高规模工业级自动化细
胞智造平台Cell-foundry，该技术成
功入选2021年国家“十三五”科技创新
成就展，在细胞量产与质量保障方面走
在世界前列。

珠海澳大科技研究院是澳门大学
在合作区设立的首个位于大湾区的产
学研示范基地，是珠澳携手共建粤港澳
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合作枢纽，
在合作区引入三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及
优势学科院所的研究力量，融入大湾区
及参加国家科研项目，推动科技成果转
化和培育新兴产业。珠研院II期“中华
医药及转化医学研发中心”位于粤澳合
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建有动物实验
室、细胞培养室、药物制剂室等功能实
验室15间，同时配备了15间初创团队
实验室，目前包括本项目在内已签约进
驻产业化项目11个。此次联合实验室
的成立，赋予珠研院多领域多方向产学
研建设新的“增长极”，是珠研院在转化
医学领域产学研合作上取得的又一新
进展。

珠海澳大科技研究院和艾尔普再生医学共建联合实验室

共促粤澳生物医药产学研合作创新

□本报记者 陈雁南
见习记者 伍芷莹

提起印刷业，多数人首先想到的
也许是路边的图文打印店，伴着打印
机出纸的咔咔声和浓郁的油墨香。而
在横琴，毕业于澳门大学的澳门青年
梁家熙，却运用自己的计算机技术，把
传统的印刷行业“玩”出了新花样。

走进印蕉科技位于横琴国际商务
中心的办公室，只看到几台电脑、几名
在办公桌前埋头工作的员工，就是这
个十多人的创业团队，支撑起了连接
内地和港澳的印刷业跨境电商网络。
尽管印蕉科技成立只有一年多的时
间，今年公司已经把年营业额目标定
在了1000万港元。

横琴成为创业“第一站”

1994年出生的梁家熙，从小就彰
显出独立自主的个性。自初中起，他
便利用闲暇时间兼职赚钱，并负担自
己的学费。

“只要敢想，没有什么不可能！”
在偶像乔布斯的创业精神感染下，
面对难题，梁家熙喜欢迎难而上，积
极独自寻求解决路径。“当我想做一
件事情的时候，我会自己想办法去
完成它。”

一次偶然的机遇，让梁家熙与来
自创业协会的未来搭档相识，并携手
参加创业比赛。在参赛过程中，本科
就读于澳门大学计算机科学专业的梁
家熙发现，“互联网+”印刷行业尚存
在缺口，于是他决定充分发挥自身专
业优势，在红海市场中闯出一片“蓝
天”。

2020年，毕业后的梁家熙和搭档
将横琴作为他们创业的“第一站”，他
说：“在横琴，我们可以招到更多不同
类型的人才，为我们的初创企业增添

一股新生力量。”
2020年12月，珠海横琴印蕉科

技有限公司顺利落地横琴，并于2021
年 5月正式运营。成立后的印蕉科
技主要投身于印刷行业，将传统的印
刷业务从“线下”转移到“线上”。

开辟跨境电商“新战场”

“我是做技术的，我要找准自己的
发力点。”成立印蕉科技后，梁家熙利
用自己专业特长对印刷业进行“深加
工”“细打磨”，他将视野转向对价格更
为敏感的香港市场，率先在香港开辟
跨境电商的“新战场”。

为了让自己的公司被更多有需求
的买家看见，梁家熙结合香港人常用
网站的习惯，将对外宣发的着力点放
在提升自身网站质量上，打通进入“流
量池”的桥梁。

打开印蕉科技官网页面，名片、传
单、喷画、展览……琳琅满目的印刷
品被整齐地排列在不同分类里面，
一应俱全。点击进入其中一个商品

后，客户能够看到商品的尺寸、所用
材料等详细内容。梁家熙认为，打
造清晰、完整、全面的商品内容介绍
服务，能让客户购买印刷品如买菜
般简单，为客户提供快捷便利的购
物体验。

从前，印刷品的报价并无标准限
制，不同商家就同一商品会出现不同
报价。而梁家熙更关注印刷品报价的
系统化，为此，他与团队会先到原材料
产家确认具体价格，并梳理好所有供
应商成本，将供应商成本精细化反馈
到商品价格上，减少中间商赚差价的
可能。

除了报价问题外，梁家熙还关注
产品的沟通服务。为此，梁家熙和团
队着力于改善聊天机器人的功能，让
聊天机器人能够向客户提供全方位、
全天候、全过程的服务。

全链条的服务、系统的供应链管
理，让印蕉科技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香
港客户。当前，梁家熙正着力于进行
网站升级改造，扩大网站容量，优化服

务质量，细化商品信息。“我想通过这
些专业孵化，形成自己的技术优势。”
梁家熙表示。

共绘创业之路“新蓝图”

去年，印蕉科技营业额超300万
港元。今年，梁家熙与团队将目标定
在1000万港元。1000万港元的目标
是梁家熙利用现有数据推算出来的结
果，也是公司所有人扬帆起航的“方向
标”。

习惯了独立行动的梁家熙，在横
琴创业一年多以来，真真切切感受到
团队“拧成一股绳”的冲劲。

“对我来说，这一年我最兴奋的就
是建立了这个团队。”梁家熙直言，来
到横琴之前，梁家熙和搭档需要兼顾
企业经营、财务管理、订单跟踪等多个
方面的业务。到了横琴之后，他们利
用横琴人才“强磁场”辐射力填充公司
的业务空缺，给自己留下更多时间深
耕技术。

在横琴输入新生力量的十多人团
队锐不可当，铆足一股劲，坚定一条
心，共下一盘棋，力促项目落地生根。
如今，随着同事渐渐熟悉工作业务，梁
家熙慢慢将手头上的日常工作业务交
接给他们，让自己的重心从“全方位兼
顾”转型为“做精做细”。

目前，印蕉科技印刷业务主要还
在港澳地区试行，未来，梁家熙还想走
得更远，他说：“中国一直都是制造大
国，我们将继续立足港澳市场，力争将
印刷业务推向海外。”

展望合作区新机遇，梁家熙憧憬
横琴“火”起来的那一天。“《横琴粤澳
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的出台，
不但重点指明横琴服务澳门经济适
度多元发展，更大幅增加对横琴发
展的投入，这对于珠澳两地无疑是
双赢局面。我们可以将澳门文化与
湾区融合，拓展港澳青年的国际视
野。随着澳门居民到横琴生活更加
方便，广大澳门青年在横琴工作生活
将大有可为。”

珠海横琴印蕉科技有限公司科技总监梁家熙：

在传统印刷行业“玩”出新花样

入夏以来，珠海骄阳似火暑意连
连。7月21日9时58分，记者来到珠
海长隆海洋王国，发现门口已有不少
游客，在安检处有序排队候检的队伍
约有七八米长，其中既有三五成群的
年轻学生，也有组团出游的退休阿
姨。不远处，十多名身穿啦啦队服装
的表演者和憨厚可掬的主题乐园吉祥
物正伴随音乐起舞，盛情迎接多日未
见的游客。

亲子家庭对出游早有期待

正值暑假，学生和亲子家庭游玩
热情高涨。珠海长隆海洋王国开放首
日，园内随处可见孩子们奔跑跳跃的
身影，家长们则有的推着婴儿车“溜
娃”，有的领着孩子体验游乐设施，在
欢声笑语中享受亲子时光。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为给孩子创

造丰富愉快的假期生活，很多亲子家
庭在景区恢复开放前就已准备好出游
计划，但受疫情影响未能成行。得知
景区恢复开放的消息，家长们第一时
间就买了票。

来自河南洛阳的胡女士说：“我们
提前三四天就买好了门票，昨天听旅
行社的客服说，官方通知今天开园，就
立刻和小孩子从河南赶了过来。”带着
女儿从辽宁“一路南下”的赵女士表
示，趁着暑假，一家人在珠三角各个城
市感受岭南风光，来珠海游玩时恰好
碰上景区有序恢复对外开放，便决定
到珠海长隆海洋王国一探究竟。

借着高考结束契机，市民荣先生
也带上自己和哥哥的孩子前来游玩，
帮孩子实现外出游玩的心愿。谈及开
园首日的感受，荣先生说：“其实我们
早就想让孩子出来放松一下，景区终

于开放，能让孩子尽情玩耍，我们都很
开心。”

他还表示，旅游景区能够有序对
外开放，得益于各项疫情防控措施的
有效落实，“我们应珍惜来之不易的疫
情防控成果，在园区游玩时遵守好疫
情防控相关规定。”

景区全面落实疫情防控措施

根据珠海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
局发布的通告，各A级旅游景区、旅
游度假区要切实履行企业主体责任，
按照《旅游景区恢复开放疫情防控措
施指南（2021年10月修订版）》全面落
实常态化措施，及时按照市、区新冠肺
炎防控指挥部通告及通知落实动态化
措施。

横琴各旅游景区、旅游度假区对
此十分重视，记者昨日在珠海长隆海

洋王国游客安检处看到，有专门的工
作人员严格按照疫情防控要求查验游
客健康码和行程码，入园广场右侧还
设置了免费的核酸采样点。在相对密
闭的空间如鲸鲨馆、海洋餐厅等地，设
置了“戴口罩、勤洗手、保持距离”等内
容的提示牌。

记者了解到，当天一同恢复对外
开放的石博园，要求游客必须持有24
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横琴创新方
旗下狮门娱乐天地、横琴国家地理探
险家中心两大主题乐园发布游玩须知
公告，游客须持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
证明或采样凭证入园，在游玩过程中
要遵守场馆有关规定及疫情防控措
施，全程佩戴口罩，保持适当社交距
离，若游客粤康码显示为黄码、红码，
有全国中高风险地市（区）旅居史则无
法入园，可于原购买渠道退票。

亲子家庭和学生成出游主角
横琴景区恢复开放首日全面落实疫情防控措施

梁家熙在横琴建立创业团队。 本报记者 曾遥 摄

7月20日，珠海市文
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发布
通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
区、香洲区、高新区、鹤洲
新区（筹）内的A级旅游
景区、省级以上旅游度假
区有序对外开放。目前，
珠海长隆海洋王国、长隆
横琴国际马戏城、横琴创
新方狮门娱乐天地、国家
地理探险家中心、石博园
等景区、度假区均已恢复
开放。

采写：本报记者 李灏菀
陈子怡

见习记者 伍芷莹
摄影：见习记者 伍芷莹

7月21日，游客在珠海长隆海洋王国安检处有序排队。

本报讯 记者李灏菀 陈秀岑报道：
为切实做好合作区一线工人夏季户外
防暑降温工作，关爱建筑工地、市政行
业广大一线工人的健康安全，7月21
日，合作区执委会副主任牛敬带队开展

“平安度夏送清凉”活动，为坚守在户外
岗位上的一线工人送去爱心和关怀。

在保利天桥下，牛敬一行慰问工作
在一线的环卫工人、市政工人，对他们
战高温、守岗位，为合作区清洁和有序
运转提供保障表示感谢，叮嘱他们要增
强自我保护意识，科学合理安排作息时
间，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并代表执委会向
他们送上凉茶、菊花茶等慰问品。

接着，牛敬一行来到澳门新街坊项
目工地，慰问一线建筑工人，询问了解
工地安全防暑措施和工人生活状况，要
求施工单位做好夏季防暑降温工作，合

理安排作业时间和强度，严格落实气温
35℃以上时实行换班轮休作业，防止
高温中暑和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并提醒
项目负责人要始终把建筑工人的人身
健康、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做好安全
生产工作，以饱满的精神、昂扬的斗志，
保质保量完成项目建设任务。

在珠海青年客运有限公司，牛敬一
行慰问合作区疫情防控重点人员转运
的一线工作人员，详细了解他们的生活
保障情况。牛敬表示，珠海青年客运有
限公司作为扎根横琴的澳资企业，在近
期的琴澳疫情防控工作中展现出企业
责任担当。一线工作人员转运工作责
任重大，舍小家、顾大家，为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作出了贡献。他嘱咐一线工
作人员，近期天气连续高温，更要加强
自身防护，注意劳逸结合。

平安度夏送清凉

合作区为户外岗位一线工人送关怀

本报讯 记者王晓君报道：7月20
日，记者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民生事
务局获悉，合作区2022年秋季公办幼
儿园学位公开抽签活动延期开展。

今年4月，备受家长关注的2022
年秋季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义务教育
阶段学校招生工作实施细则及公办幼
儿园招生工作实施细则发布，根据安
排，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插班录取名
单和公办幼儿园录取名单原定于7月
22日公示。

根据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2022年
秋季公办幼儿园实际招生情况，部分幼
儿园符合条件的报名人数超出学位供
给，经研究，决定通过公开抽签的方式
统筹安排学位，生成录取名单。

7月20日，合作区民生事务局发
布通知，受疫情影响，原计划于7月21
日进行的公开抽签活动将视疫情情况
延期开展，原定于7月22日公示的录
取名单也将顺延。具体时间将在公办
幼儿园学位抽签通知中列明。

合作区民生事务局发布通知

今秋公办幼儿园学位公开抽签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