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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船为智慧绘制“新航线”激活创新动力打造“新引擎”

院士“才富”变为发展“财富”
在南沙碧波荡漾的海面上，船舶穿梭来往……越来越多的科技工作者，从这里启航，开始探
索科研中的具体实践。过去数年，大批创新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样的场景对广州人来说
不再陌生。
代表中国科学界至高荣誉的院士及其团队正与广州产业发展不断交融碰撞，随之而来的是
一项项创新成果乃至创新产业的诞生集聚。广州正以最大的热情和期待向各地院士专家发出
一份份邀请函。

东疆综合保税区：

租赁资产总规模已超万亿元

东疆以租赁模式交付的国产 ARJ21 飞机。

广州工业智能研究院无人船备受关注。

高端智慧

“湾”
道超越

开发个性化精准医疗修复材料

助推民用海洋机器人全新发展
近年来，广州工业智能研究院
在海洋机器人技术研发上不断突
破，
他们的无人船产品在水质测量、
紧急救援、海洋测绘等多个场景得
到应用，助推中国民用海洋机器人
行业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这一系
列成果的取得离不开院士团队的鼎
力支持。
广州工业智能研究院院长苑明
哲介绍，广州工业智能研究院作为
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下
称“沈自所”
）的分支机构，承载着沈
自所技术外溢的重任，同时负责行
业需求的了解沟通，并反馈给沈自
所进行技术攻关。
2019 年 11 月，广州工业智能
研究院获批挂牌成立院士专家工作
站，成为广州市首批挂牌成立的院
士专家工作站之一，并成功引入封
锡盛院士作为工作站的进站院士。
中国工程院院士封锡盛正是我国最
早从事海洋机器人研究的专家之
一。
“珠三角是全国三大造船基地
之一。我们选择来这个地方，可以
和龙头企业和支柱行业建立非常好
的联系。”苑明哲表示，选择在广州
设立院士工作站，与广州工业智能

研究院所处的地理位置、产业环境
以及多年从事技术成果转化的经验
有很大的关系。
封锡盛表示，经过几十年的努
力，在工业自动化水平方面，
国内跟
国外大体相近。
“沈自所在这个领域
里应该说是工作时间最久的，我们
希望能够把这些成果推广应用，除
了满足国家的重大需求外，也能够
在民用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这是
广州工业智能研究院办院士专家工
作站的一个主要目的。”
建站之初，封锡盛就对工作站
提出了明确目标，即在海洋科技领
域的一些关键共性技术研究、专业
人才培养和成果转化等方面与广州
工业智能研究院进行深层次合作，
突 破 关 键 性 技 术 ，直 达 世 界 领 先
水平，研发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科技产品。
“未来，海上商用大型无人商
船，如万吨级以上的集装箱商船都
会实现无人化，在自动化无人港口
装货卸货。”在封锡盛看来，这个方
向是一个很好的很长远的战略方
向，广东是一个海运发达的地区，
而
南沙港是非常有利于未来的无人商
船方向发展。

在广州市健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下
称“中科健齿”
）的展厅内，洁净透亮的玻
璃柜里展示着各种用 3D 打印而成的零部
件样品，其中很多特殊结构，采用过去传
统加工方法无法实现。
当前，
“制造业+3D 打印”探索方兴未
艾。近几年，珠三角多地也在纷纷加快布
局 3D 打印产业。3D 打印产业已进入快
速发展阶段，目前工业界与 3D 打印的结
合已经明显增多，而 3D 打印发展的重要
动力，
依然还在于拓宽应用面。
中科健齿 3D 打印事业部总监张春雨
介绍，基于技术研发能力，中科健齿目前
专利总数占全国此领域的 40%以上；在
3D 打印植入物专利方面，排名为全国企
业类单位第一。根据壹专利数据库分析，
全球十大牙种植体专利公司中，中科健齿
排第八。在中国公司中，中科健齿排第
一。
“中科健齿首创把 3D 打印相关技术
融入癌症修复、创伤救治和整容整形等
诸多领域，开发个性化精准医疗修复材
料。”张春雨说。2021 年 12 月 23 日，中
科健齿作为 19 家受邀单位之一参加了广
州市首批院士专家工作站授牌仪式。此
次院士专家工作站的成立，对中科健齿
在日后的科研建设道路上无疑是一次重
大突破。

据了解，中科健齿拥有以加拿大工程
院院士杜如虚教授、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
种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邓飞龙教授
等首席科学家，国家高层次人才陈贤帅博
士及国家外专局外国专家等为代表的一
流产品开发团队。
“院士专家工作站建立之前，院士与
企 业 之 间 以 项 目 为 纽 带 ，如 今 有 了 这
个平台，两者之间有了长期合作，风险共
担，利益共享，成为利益共同体，实现可
持续发展。”在张春雨看来，院士在工作
站中的主要工作是项目总体构思，关键
技术研发，同时，院士的研发成果在企业
生产中得到转化，有力保护了知识产权。
从 2020 年开始，中科健齿已连续参
加两届创交会，今年即将参加第三届。对
于这样一个成果交易平台，张春雨表示，
希望能够在这里将研发项目推广出去，打
开知名度，让更多人了解新技术、新方法，
从而将技术进行推广普及，能够应用到临
床上，减少患者多次手术的风险，真正造
福于患者。
院士专家与企业“联姻”，激活了广州
创新发展的“新引擎”。在这些院士团队
带动下，广州不仅为传统制造的转型升级
寻找到突破口，也在新兴领域发展中抢占
先机。
（据南方+，文/钟晓宇）

前海多措并举有效扩大香港经济发展空间

为港澳青年
“创梦圆梦”
扩容升级
连日来，深圳前海不断传来好消息：
“前海港澳青年招聘计划”近日发布今年
最新一批 127 个港澳青年招聘岗位，涵盖
运营、
市场、
财会等类别，
包括平面设计师、
投融资经理、
律师助理等优质工作岗位。
备受关注的深圳前海深港青年梦工
场北区不久前正式开园，前海梦工场系
列产业空间由 4.7 万平方米扩展至 13.9
万平方米，港澳青年“创梦”空间扩展到
了原来的 3 倍。

为港澳青年就业保驾护航
前海国际人才服务中心总经理梁见
越介绍，
“ 前海港澳青年招聘计划”2022
年上半年累计发动了 170 家前海企业，总
共发布了 2479 个岗位，同比增长 331%。
梁见越表示，前海在港澳青年服务
方面还创新推出了“前海 Offer 姐”
“导师
天团”
“名校训练营”
“港风港味”
“仲夏星
夜”等五大品牌，打造港澳青年求职 IP，
并充分利用云招聘、直播带岗等系列云
服务方式，为港澳青年就业保驾护航。
前海梦工场一站式提供 451 项人才
服务，开展 100 项人才活动，发放港澳青
年专项扶持资金，助力香港青年快速融
入粤港澳大湾区。去年以来，新增香港
税务师、导游备案执业，港澳专业人士备
案执业范围扩大到 16 类。

为香港创业团队发展提供更多机会
深圳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北区近日
正式启动，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

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文雅靖在
接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
采访时表示，梦工场北区的启动对于香
港、深圳乃至整个大湾区的青年创业体
系将产生重要影响。
文雅靖认为，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
北区新增了 9.2 万平方米创新创业的空
间，可以为香港创业团队发展、创业企业
入驻提供更多的机会。同时，北区的启
动意味着大湾区青年创新创业基地模式

地、面向世界”的战略要求，以打造“最浓
缩最精华核心引擎”为目标，以制度创新
为核心，以推动深港服务业发展为重点，
以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为路径，以风险防
控为底线，坚持特事特办、精细精准、惠
港利港，全力扩大香港经济发展空间，不
断深化深港合作。
在支持和便利港企集聚发展方面，
前海还做了这些探索：
一是构建港企集聚发展政策体系。
出台金融、专业服务、商贸物流、产业集
聚等产业政策，支持港企发展。稳步开
展外商投资、股权投资和合格境内投资
者境外投资主体试点。
二是建设深港合作重大平台。深港
国际法务区、深港商贸物流小镇等投入
使用，前海深港国际金融城签约入驻 199
家金融机构，
港资、外资占三成。
三是全面激发科技创新活力。目
前，前海注册港资科技企业 2555 家，培育
港 资 专 精 特 新“ 小 巨 人 ”和 中 小 企 业 7
深圳前海生机勃勃。 家。分别与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
港中文大学（深圳）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
进入了一种新的发展阶段，对大湾区其
议，重点在加快科技发展体制机制改革
它创新创业平台也是一个新的指引。
创新等领域深度合作，共同推进前沿技
打造“最浓缩最精华核心引擎”
术的研发。
四是建设“前海港澳 e 站通”。推出
前海如何充分结合制度创新优势和
产业特色，进一步深化深港合作，有效扩 “深港通注册易”等一批跨境政务便利化
举措，在香港和澳门分别设立了“前海港
大香港经济发展空间？
澳 e 站通”服务网点，提供“注册易”
“办税
前海合作区党工委委员、前海管理
易”
“社保通”
等 223 项服务。
局副局长王锦侠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据深圳前海公微）
表示，前海牢牢把握“依托香港、服务内

飞机租赁被称为融资租赁业
“皇冠上的明珠”
。10 余年间，
天津
东疆综合保税区大胆闯、大胆试，
实现租赁飞机从 1 架到 2000 架的
突破，发展成为全国第一、全球第
二大飞机租赁聚集地。中国租赁
业也在东疆的沃土中得到快速发
展，
目前租赁资产总规模已超万亿
元，
形成先行先试的
“东疆模式”
。
作为我国融资租赁策源地，
东
疆这片曾经的盐碱滩，
历经十多年
的探索发展，率先开展保税租赁、
出口租赁、联合租赁以及离岸租赁
等 30 余种租赁业务模式，已成为
全球第二大飞机租赁平台。
2010 至 2021 年期间，中国在
册 运 输 飞 机 从 1597 架 增 长 至
4054 架。其中，通过东疆以租赁
方式引进的运输飞机达 1514 架，
占中国运输机队的比例超过 1/3。
正是在东疆的努力下,中国飞机租
赁产业打破国际巨头在这一领域
的长期垄断，
带来中国飞机购置成
本明显下降，
曾经奢侈的航空出行
“飞入寻常百姓家”
。
2022 年 7 月 29 日，一架国产
ARJ21 飞机降落在天津滨海国际
机场，
这是东疆以租赁模式成功交
付的第 2000 架飞机，也是我国航
空史和飞机融资租赁史上又一里
程碑意义的时刻。
如今，
东疆再次闯出一片新天
地，
由单一飞机租赁引进创新向飞

机全生命周期的资产管理创新迈
进，
成为全国最大租赁飞机资产交
易 中 心 。 东 疆 打 造 出“ 租 赁 + 买
卖”
“ 租赁+维修”
“ 租赁+改装”等
多种飞机资产处置模式，
不仅实现
飞机资产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
自由流转，
也为租赁飞机的价值管
理、资产管理提供了多元化的高效
解决方案。
在飞机租赁带动下，
东疆在船
舶和海工租赁领域同样是公认的
第一。2021 年东疆完成国际船舶
租赁 107 艘，同比增长 180%；今
年上半年，完成国际船舶租赁 76
艘，比去年同期增长 68.8%。按照
目前发展态势，东疆有望在“十四
五”末，国际船舶租赁业务达 1000
艘，
成为国际船舶租赁中心。
目前，在海关、海事、外汇、国
税等部门的大力支持下，
东疆租赁
资产规模已超过万亿元，
其中飞机、
船舶、海工平台等跨境租赁资产超
千亿美元，
约占全国的80%。同时，
东疆正蓄力打造租赁产业主题园
区，
建设引领行业发展的创新体系，
用租赁串起百行千业。
未来，东疆将打造租赁业“三
个世界级中心，
四个全国中心”
，
即
全球飞机租赁中心，
国际船舶租赁
中心，国际出口租赁、离岸租赁中
心，
以及全国的车辆、医疗器械、建
筑、绿色能源租赁中心。
（据滨海发布）

浦东一款创新药全国上市

为前列腺癌患者带来治疗新选择
作为前列腺癌领域首个上市
的中国原研二代 AR 抑制剂，浦东
创新药企恒瑞医药自主研发的 1
类新药瑞维鲁胺（商品名：艾瑞恩
®）近日举行全国上市会。中国科
学院张旭院士、中山大学孙逸仙纪
念医院黄健教授、复旦大学附属肿
瘤医院叶定伟教授、中国医学科学
院肿瘤医院邢念增教授担任大会
主席，
多位前列腺癌专家学者齐聚
一堂，
共同探讨领域前沿进展。
据了解，
目前多款我国自主研
发的肿瘤创新药物上市和进入医
保，
为中国肿瘤患者带来了生命的
曙光。同时，
越来越多的中国原研
药物也正在国际学术舞台大放异
彩，
推动我国诊疗水平高质量发展。
今年 6 月，国家药品监督管理
局批准瑞维鲁胺上市，
适应症为高
瘤负荷的转移性激素敏感性前列
腺 癌（mHSPC）。 瑞 维 鲁 胺 是 首
个中国自主研发全新二代雄激素

受体（AR）抑制剂，在获批上市不
到半个月即正式向全国发货。
大会主席张旭院士在致辞时指
出，
当今医疗界，
创新与发展、交叉
与融合成为主旋律，
多款我国自主
研发的肿瘤创新药物上市和进入医
保，
为中国肿瘤患者带来了生命的
曙光。
“瑞维鲁胺是前列腺癌领域首
个国产创新药。瑞维鲁胺的成功上
市，
为中国转移性前列腺癌患者带
来新选择。同时也期待在中国学
者、
中国药企、
中国患者的相互协作
之下，
能有越来越多的民族原研药
物问世，
进一步推动我国前列腺癌
诊疗水平更上一个台阶。
”
瑞 维 鲁 胺 自 2012 年 立 项 至
2022 年 6 月 28 日正式获批上市，
前后历经 10 年时间。作为创新型
国际化制药企业，
恒瑞医药多年来
立足科技创新和民生需求，
重点针
对中国高发肿瘤等重大疾病领域。
（据浦东发布）

保定市与雄安新区建立 4 项协作机制

携手共护
“一淀清水”
近日，
保定市河长办与雄安新
区规建局，
高阳县、
清苑区、
徐水区河
长办与安新县河长办分别签订跨界
河流
“联席联巡联防联控”
机制合作
协议，
统筹推进潴龙河、孝义河、府
河、
唐河、
瀑河、
漕河等6条主要入淀
河流流域管理保护、
协同治水护水等
工作，
共同守护白洋淀一淀清水。
通过签订合作协议，
双方明确
了合作区域河湖长名录，建立 4 项
协作机制。一是联席会议机制。
每年至少组织召开一次联席会议，
对行政区域交界上下游、左右岸河
段每年至少开展 2 次联合巡查。
二是联巡机制。对重点巡查行政
区域交界上下游、左右岸，开展联
合巡查，每年至少 2 次。由跨界区
域县、镇、村级河长或相应河长办
进行联合巡查，特殊情况，报请跨
界区域县级总河长开展联合巡

査。鼓励跨界河流各级河湖长日
常巡查时“多走一公里”。三是联
防机制。对跨界河渠监测断面开
展联合水质监测，
共享水质监测数
据，分析研判水质变化情况，联合
溯源排查，
协同防治跨界河渠水污
染问题；建立信息联系平台，对跨
界水污染事件、非法放生、非法捕
捞等违法违规行为，及时互通，协
同开展问题处置、整改机制。统筹
开展专项治理行动、河渠管护、环
境卫生整治。四是联动机制。县
级河湖长办组织有关部门和属地
政府，主动对接相关地区，开展联
合执法、专项整治行动，集中力量
解决交界水域、重点水域突出问
题，
重大问题提请上级河长制办公
室加强指导、协调解决，共同推动
各项协作机制常态化运行。
（据雄安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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