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级医院只是汉氏联合和上饶经开区联

合打造国际细胞谷项目中的一部分。

在上饶经开区 “四城一谷” 产业发展目

标中， 国际细胞谷赫然醒目。 这个以细胞治

疗技术产品研发、 生产为核心的企业科技

园， 建有核心研发区、 产业孵化区和生产制

造区， 主要围绕着细胞药物研发、 精准医学

研发、 细胞产品

CDMO

服务、 细胞制备用

医疗器械、 细胞因子及外泌体相关产品的研

发和孵化、 细胞临床应用以及细胞产品的上

下游产业链的落地孵化生产等布局。

此外 ， 国际细胞谷还将建设包括

GLP

实验室、 新药安全评价中心、 实验动物中心

在内的公共技术平台 ， 生物医药产业发展

基金及一站式行政服务中心 ， 以满足国内

外细胞治疗相关企业来细胞谷聚集发展的

需要。

汉氏三级医院的建成不仅能提升上饶经

开区的医疗技术水平， 为上饶经开区和城西

群众提供基本公共医疗和预防保健服务， 还

标志着国际细胞谷项目的基本建成， 将国际

医疗旅游概念引进后， 助推国际细胞谷成为

上饶的闪亮名片， 甚至成为中国乃至国际的

行业品牌。

本报讯 游大良 记者蔡文逸报道：“ 爸

爸，爸爸，你在哪里……”

7

月

12

日下午

3

点，上饶经开区城管局执法队员途经龙翔

大厦一楼时，发现电梯拐角处有一名男孩

正大声哭喊着。 经过询问了解，这名小男

孩与父亲走失了。 执法人员立即将男孩抱

回执法办公室。 大伙一边安抚小男孩的情

绪，一边派人向周围人了解情况，打听其

家长消息。

由于孩子较小， 走失后又受了惊，一

直哭，只记得其父亲名字。 执法队员注意

到小男孩手上佩有一块儿童手表，不过可

惜的是电量不够，不足以开机使用。 但执

法队员灵机一动，联系通讯公司并告知情

况，找到了其父亲的手机联系方式，即刻

拨打询问，经过一番比对，确定是走失男

孩的父亲，并告知小孩目前所在地。 在见

到小孩后， 家长激动地告诉执法队员，说

是自己到大楼办事， 交代小孩在原处等

候，后来办事时间比预期长了点，引起了

小孩的恐慌。 其父亲在离开之际，再三向

执法队员表示感谢。 执法队员表示：“ 这没

有什么，只是举手之劳而已，也是一个城

管人应具备的素质。 ”随后，执法队员又热

情饱满地投入到工作中。

群众事，无小事。 在日常工作中，城管

人在完成城市管理工作外，积极开展“ 我

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力所能及地帮

助群众解决困难和问题，一点一滴间拉近

群众的距离，用朴实的行动践行着城管人

“ 全心全意为民服务”的宗旨，向全社会传

递经开区城管的正能量。

本报讯 王进泉 记者蔡文逸报道：日前，上饶经

开区召开创文指挥部工作推进会。会议强调，要打好

创文工作持久战、大会战、攻坚战，扎实做到“ 五个确

保、五个强化”。 要确保“ 一把手”主抓，“ 一盘棋”统

筹，“ 一条线”贯穿，“ 一体化”推进，形成齐抓共管的

合力，列出任务清单、问题清单、责任清单，挂图作

战，对账销号。同时，在工作推进上要强化速度，在问

题整改上要强化力度，在对标对表上要强化精度，在

创建过程中要强化温度，在氛围的营造上强化热度，

做到精准对标、精准施策、精准发力、精准投入。

会议指出， 全国文明城市是国家授予一个城市

最高的荣誉，上饶经开区是全市对外开放的窗口，也

是全市工业的主战场，更应把创文责任扛起来；要突

出重点，攻克难点，打好创文必胜的硬仗；要明确环

境卫生是核心和第一任务， 把硬件建设摆在重要位

置，形成创文标准化；要上下同心，全民参与，以争创

一流的精神打好创文攻坚战； 要加强对创文的宣传

力度，浓厚宣传氛围；要深入到基层，开展现场办公，

深入到一线，对标对表，解决实在问题；要跟踪问效，

以高压态势把这项工作向前推进。

会上播放了创文暗访片， 各创文项目实施单位

汇报了项目进展情况，乡（ 街道、办事处）汇报了创文

工作开展情况， 线上总督导汇报了创文专线工作开

展情况，片区总督导汇报了片区创文工作开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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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文指挥部工作

推进会召开

整治交通助创文

晶科能源签订

越南首批户用储能订单

■

快

读

安驰科技党支部成立

本报讯 刘梦华 记者蔡文逸报道：日前，江西安驰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成立大会召开。

安驰科技拥有正式党员

26

人，预备党员

6

人，按照《 党

章》的要求，会议选举产生了第一届安驰科技党支部委员会

成员，支部委员会选举了支部书记、副书记、组织委员、宣传

委员、纪检委员，并明确了职责分工。

据了解， 安驰科技是博能集团旗下的一家集磷酸铁锂

电池研发、生产及销售为一体的新能源科技公司，建立了博

士后工作站，技术力量雄厚，其电池能量密度等主要技术性

能长期处于行业第一方阵， 磷酸铁锂电池装机量进入了全

国行业前六。

本报讯 记者蔡文逸报道：近日，晶科能源成功签订越

南首批户用储能订单

,

将为越南不够完善的输配电网以及

家庭用电环境提供双重保障。

作为海外市场的重要布局之一， 越南市场连续三年组

件出货量第一。 此次推出的户用储能系统产品可以满足客

户纯离网、 并离网切换及接入柴油发电机的使用需求。 其

中， 电池提供高效超过

6000

次的循环次数并覆盖

7kWh-

20kWh

的存储范围，逆变器覆盖单相及三相产品。

IP65

的

高防护等级可以更好应对当地高湿度使用环境， 软包电池

也将提供高于方形电池

10%-15%

的能量密度，在高温环境

使用下提供更好的热稳定性。

便捷的分体式产品能够实现快速灵活的安装， 智能的

并离网切换系统也将满足当地复杂多变的工况环境。目前，

越南部分地区由于电网的不稳定性， 仍然有限电的情况出

现， 相信储能也将在不久的将来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

方案。针对于光伏用户自发自用的特点，储能系统的匹配将

实现整个用电闭环，满足了客户实现高效发电，灵活配置且

易安装的特点。

晶科能源首席营销官苗根表示，“ 对晶科储能系统而

言，这是里程碑的时刻。越南作为全球发展最快的光伏市场

之一， 我们相信储能也将在不久的将来成为越南市场不可

或缺的部分， 晶科能源也将全力引领越南光伏市场进军全

新的

PV+

阶段。 ”

本报讯 记者蔡文逸报道：为推进文明城市创建

工作， 全力打造安全畅通、 有序文明的道路交通环

境， 上饶交警直属经开区大队总结辖区交通管理经

验，多措并举，积极开展道路交通专项整治行动。

行动中， 该大队认真分析研判辖区管理中存在

的难点，提出整改举措，突出工作成效。 一方面加强

夜间道路交通秩序管理，坚持全警上路，提升路面见

警率和管事率，在

18:00

至

22:00

时段，组织警力深

入辖区国、 省道及城乡结合部等交通违法突出的路

段，对车辆乱停乱放、酒驾醉驾等违法进行查纠，坚

决做到发现一起，处罚一起，使辖区路面交通通行环

境得到显著提高。另一方面，以“ 减量控大”整治为抓

手，采取定点和巡逻布控模式，严查驾乘人员未佩戴

安全头盔、无证驾驶以及乱停乱放等交通违法，形成

严管高压态势。

据了解，今年

6

月以来，该大队共查处不按分

道行驶、闯灯越线等交通违法

683

起，驾驶机动车

未系安全带、摩托车未佩戴安全头盔

225

起，机动

车违停

1888

起，拖移乱停乱放机动车

13

辆、非机

动车

382

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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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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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已落成 一期年底将投用

看汉氏联合三级医院项目

本报记者 蔡文逸 文

/

图

群众事 无小事

城管帮助走失男童找到父亲

观

察

B

现

场

A

在上饶经开区园区南边， 一栋栋新建楼

房矗立在信江西岸， 这里是正在建设的国际

细胞谷， 其核心项目汉氏联合三级医院主体

工程已于近日完工。

“ 医院投资

6

亿元， 建筑面积

8.3

万平

方米， 现在主体工程和外立面已经做好， 下

一步即将进入装修阶段。” 汉氏医学总经理

韩之雷介绍， 汉氏三级医院由一栋四层的门

诊楼、 五层的医技楼和十层的住院楼组成，

设置

500

张床位、

30

多个科室， 其中一期门

诊楼将于今年年底前装修完成投入使用， 整

个项目将在明年年底建成。

记者了解到， 这是一座以干细胞、 免疫

细胞为核心的生物技术治疗为特色的三级综

合医院 。 “ 未来 ， 我们还是一家研究型医

院， 目前已经聚集了一批由博士、 硕士、 主

任医生组成的学科带头人， 拥有近

60

位各

学科专家。” 韩之雷骄傲表示， 该院将围绕

干细胞、 免疫细胞技术等先进生物医学技术

应用于血液病、 肝硬化、 糖尿病、 帕金森、

老年痴呆、 骨关节损伤、 免疫性疾病以及肿

瘤等疾病治疗， 建成后上饶居民可以在家门

口享受多种现代医学的精准医疗服务。

据悉 ， 江西汉氏联合医院是由上饶经

开区管委会和江西汉氏医学发展有限公司

共同投资建设的三级医院 ， 设置有内科 、

外科、 妇产科、 儿科、 眼耳鼻喉科、 皮肤、

预防保健、 康复保健、 急诊医学科、 中医、

麻醉 、 检验 、 影像 、 功能检查 、 放射等功

能科室 ， 运用国内外最新的医学诊疗技术

和精准医学检测手段 ， 最终建设成一个大

专科小综合的研究型医院。

数读

汉 氏 联 合 三 级 医 院 项 目

6

亿元

总投资

建筑面积

8.3

万平方米

门诊楼将于 投用今年年底

本报讯 记者蔡文逸报道：

7

月

9

日

-10

日，

2021

（ 第十二

届）国际细胞治疗大会在上海举行，汉氏联合集团携旗下业务

板块精彩亮相， 汉氏联合集团董事长韩忠朝院士受邀参加并

主持干细胞临床前研究与临床应用转化论坛， 同时进行了主

题演讲。

此次大会邀请了国内外领先学术科研机构、大型医院、产

业链上下游企业、国家监管机构、产业园区、投资机构、行业协

会等专业人士共聚一堂，分享行业进展动态，探讨产业发展瓶

颈及细胞治疗和基因治疗的未来之路。

据了解，汉氏联合集团以“ 干细胞技术”为核心，致力于实

现细胞全产业链一体化发展。集团旗下的汉氏方舟、国际细胞

谷、医疗旅游、干细胞研究院

CDMO

产业服务精彩亮相本次

展会。汉氏方舟为汉氏联合的一站式业务服务平台，旗下设有

六大方舱，打造全生命周期定制化健康管理中心；国际细胞谷

是新型健康科技产业园，集医疗、科研、教学、医养为一体，一

期预计入驻

100

家企业；医疗旅游品牌“ 生命之旅”，提供多元

化的医养服务，预防未病，改善已病，让生命重焕新生；汉氏研

究院是国内首个专注于干细胞

CDMO

的研究院，致力于加速

和变革细胞治疗及其他高端治疗的研发、生产和商业化。

韩忠朝院士进行的演讲题目为 《 干细胞新药研发及其临床

应用》。 目前，全球已有二十几款干细胞新药上市，适应症广泛。

自

2018

年

6

月以来， 国内政策开始明确支持干细胞新药研发，

可进行药物审批，现共有

14

款干细胞新药获得国家药品评审中

心正式受理。汉氏联合集团新药研发实力雄厚，已有

6

个干细胞

新药（ 包括法国汉氏联合）

IND

获批，用于治疗“ 糖尿病足溃疡”、

“ 重度下肢缺血”（ 法国汉氏联合新药）、“ 难治性急性移植物抗宿

主病”、“ 慢加急性（ 亚急性）肝衰竭”、“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等。

汉氏联合表示，一直以来，该公司深耕细胞技术产业，将

前沿的细胞科技成果及时向临床应用转化， 致力于细胞技术

全产业链一体化发展，打造民族品牌的“ 产、学、研、医、养、美”

联合体，树立国内外实力强劲的细胞技术品牌。

汉氏联合亮相

国际细胞治疗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