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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东方美谷医疗科技产业发展与合作论坛在奉召开

共话“细胞治疗”发展

本报讯 （记者 张莉莉 实习
生 刘润豪）6月27日，第三届东方
美谷医疗科技产业发展与合作论
坛在奉贤举办，本次论坛以“细胞
治疗，开启医疗新蓝海”为主题，医
疗科技领域专家学者共聚一堂，就
细胞治疗产业发展与政策法规及
前沿技术进展进行分享，旨在跟进
了解全球细胞治疗前沿技术进展，
把脉产业发展趋势，解读行业政策
法规，搭建产学研医协同创新平

台，推动东方美谷美丽健康产业创
新升级发展。

现场，上海奉贤生物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和碧桂园上海北斗产业
基地签订了“碧桂园·火炬国康（上
海）国际医谷”合作协议。“德国HT
复合手术室&实验室项目”将入驻
国际医谷，“领先的遗传病与肿瘤
精准诊疗一站式平台”作为平台合
作项目也将落户奉贤，标志着中国
技术创业协会生物医药园区联盟
在上海东方美谷的产业孵化基地
建设正式启航。

论坛分为细胞治疗产业发展与
政策法规、细胞免疫治疗技术最新进
展、干细胞医疗前沿技术和医疗科技

产业化项目专题介绍4个单元。
上海市生物医药科技产业促

进中心主任傅大煦作“上海细胞治
疗产业的现状及政策扶持解读”的
报告，对细胞治疗产业发展概况以
及细胞治疗产业相关规划政策进
行深入解读。上海市生物医药行
业协会执行会长兼秘书长陈少雄
作了题为“中国细胞治疗领域临床
应用前景”报告，就细胞治疗行业
发展机遇、发展前景以及发展思考
进行了精彩分享。华东师范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刘明耀就“肿瘤
免疫微环境和通用性 CAR-T”这
一主题进行了精彩阐述，对通用性
CAR-T的研发和临床应用进行了

展望。上海斯丹赛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董事长、CEO 肖磊作了“治疗
非霍奇金淋巴瘤新型“装甲 CAR”
研发进展”的报告，分享了斯丹赛
的产品管线和最新研发进展。

同时，上海东方医院院长刘中
民教授、上海泉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制剂 CMC 研发总监李鹏博士、
厦门艾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创始
人李柱也就干细胞领域做演讲。
中科基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
理姜昕博士、和元生物技术(上海)
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贾国栋博
士、上海美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毕研贞博士分别就医疗科
技产业化项目进行了专题介绍。

本报讯（记者 邵毓琪） 小到
指甲油，大到家装油漆，一说到这
些，许多人都会“谈虎色变”，其实这
源于落后的生产方式，以及人们对
化学生产技术“有毒”“有害”的一种
偏见。如今，奉贤将打破这种局面，
从根本上改良生产工艺，继而生产
出不含毒、不含有害物质的产品，其
突破口即是“纯水性纳米级功能性
树脂”。

7月5日，2019年奉贤区新材料
产业招商推介暨研发转化平台揭牌
仪式在奉贤区召开。会上，由上海
先科化工有限公司开发的“纯水性
纳米级功能性树脂”吸引了众多人
的目光，其技术突破传统概念，使得
树脂应用最大限度摆脱有机助剂
（VOCs）依赖，实现在油墨、涂料、
包装材料等下游行业的环保化替
代。该项目经科技部评审，不仅填

补了国内空白，更领先国际。揭牌
仪式上，来自日本大金、紫光数码、
上海紫江集团等企业现场签署了投
资或战略合作协议。

“我们建立了一种新的分子结
构，它直接在水中形成了一个线性
分子，彻底颠覆掉以前的做法。”
上海先科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元
告诉记者，简单来说，许多产品在
生产过程中因其特定属性会添加一
些“添加剂”，虽在标准范围内，
但如指甲油、油漆、汽车内饰、笔
记本上的烤漆等终究含有这样那样
的有毒有害物质。但只要应用水性
树脂技术将变得完全无毒无害，哪
怕是食用也不影响健康。关键点
是，其成本也将不高于现有的生产
技术成本。

张元说，上海的制造技术需要
领衔全国，关键点是要重振上海的

纯绿色制造业、纯环保制造业。科
学技术的引领、新材料产业的发展，
势必将凸显东方美谷的与众不同。
展望未来，作为中国“化妆品产业之
都”的东方美谷所生产的化妆品将
变得更绿色更健康。

新材料产业是奉贤战略性新兴
产业的重要阵地，据了解，2018年，
奉贤新材料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56
家，产值达126亿元，占全区战略性
新兴产业比重达 31%，较上年可比
增长 10.7%，增速高于全市新材料
产业12.6个百分点。

此外，经过 10 多年的建设发
展，在奉贤的杭州湾开发区吸引了
如亚东石化、保立佳新材料、金力泰
化工、康达化工、华东理工大学华昌
聚合物等一批国际国内知名的新材
料企业，已经形成了新材料的企业
集群、产业集群和创新集群。

本报讯 （记
者 傅潇瑶） 7月3
日上午，海湾旅游
区“七棵树·生活驿
站”正式开业，秉承

“公共+公益”“便
民+利民”“共享+
共治”的运行原则，
以“海湾驿事堂·共
享家联盟”为平台
和依托，提供便民
服务、文化体验、老
年助餐、健康养生、
亲子课堂等多样化
服务，就近就便满
足社区群众的生活
需求。副区长梅广
清出席开业仪式。

据 悉 ，“ 七 棵
树·生活驿站”由原
生产塑料、五金的
2 家淘汰企业厂房
改建而成，总面积
1800 平方米，地处
海湾旅游区建成区
中心位置，服务范
围覆盖辖区全部一
村三居委。驿站整
体分为“融·空间”和“纳·空间”两部
分，寓意“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融·空间”设有接待大厅、融课堂、
融孵化、融艺术、融阅读、融文化。

“纳·空间”设有纳便民、纳休闲、纳
健康、纳客厅、纳厨房、纳舞台。

本报讯 （记
者 张莉莉 实习
生 刘润豪） 作
为上海市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
庄行羊肉烧酒又
开始火热起来，7
月5日，第十二届
庄行伏羊节正式
拉开序幕，节日
将持续到 8 月 18
日。

前 不 久 ，庄
行羊肉烧酒还入
选上海非遗“美
食地图”，成为40
种上海非遗美食
之一。“小暑还没
到，天再热点，这
个点老早没位置
啦。”缪家羊肉馆
负责人说道，奉
贤人管三伏天叫

“大暑里”，老一
辈奉贤人在这段
时间最重要的一

件饮食大事，就是“羊肉烧酒”。夏
补对于奉贤人而言，一直是一件很
重要的事。

“伏羊一碗汤，不用开药方”，
夏食伏羊不仅是庄行人的饮食文
化，还吸引众多周边市民慕名而
来。“我们每年都会特地开车过来
吃，前一阵子光是想到就觉得馋
了。”从江苏载着一家老小，特地开
车赶来的李先生说道，在高温来袭
之时，吃一口温补的羊肉，再来一
口烈性的烧酒，“这是专属于夏天
的记忆。”李先生感怀。

日前，区退
役军人事务局主
办了一次《我和
我的祖国》合唱
快闪活动。在古
华公园广场内，
军队离（退）休干
部与百余名党员
志愿者身着鲜艳
服装，围绕鲜红
党旗，挥舞五星
红旗，歌唱《我和
我的祖国》，纪念
中国共产党诞生
98 周年。（通讯
员 周 华/摄
记者 周 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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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贤新材料研发转化平台揭牌

未来将引领“绿色制造”

推进奉贤高水平保护、高质量发展
（上接 1 版）要以督察为契机，

重点关注中央、市环保督察问题点
位，以及群众长期反映、反复出现、
久拖不决的问题，周密部署、全面
梳理，制定整治方案，以整促改，力
争自查一批、处理一批，并且要处
理到事、处理到人，要以高度的政
治责任感和工作自觉性，全力做好
配合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各
项工作，自查自纠，对标对表，落实
责任，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要以此次督查为契机，推进奉贤高
水平保护，高质量发展。

庄木弟强调，要开展“房屋转
租，工业点与农民居住点混杂，作
假、形式主义、保护伞等工作乱象”
整治专项行动，注重行刑衔接，确
保督察问题整改到位，真正做到不
环保不安全不生产。各级领导干
部要用山一样的崇高信仰、海一样
的为民情怀、铁一样的责任担当、
火一样的奋斗激情，切实担负起生
态环境保护的重任。组织部门和
纪检部门要全力做好保障工作，为
敢担当、善做事的干部保驾护航，
让奉贤的天更蓝、水更清、地更净。

郭芳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做
到问题清、措施明、工作实、沟通
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跨前一步
多做一些，切实做好迎检相关工
作。

区领导韦明、周龙华、连正华、
孙嘉丰、顾佾、王建东参加会议并
作表态发言。

守好生态底线 做好发展文章
（上接 1 版）深刻理解背景意

义，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有关讲
话精神，以督察为契机、以问题为导
向，严厉打击关停后闲置或疏于管
理低端产业“回潮”现象，进一步推
动全区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
作再上新台阶，助力奉贤高质量发
展、高品质生活。

在上海开士利给排水设备有限
公司，这里的承租户在原企业关停
后，将厂区又转借给6位租客，存在
无环评等违法行动。庄木弟要求基
层干部要建立统一的租赁、管理平
台，既为转租户减少损失，又从源头
上治理环保“回潮”问题。在上海开
士利给排水设备有限公司，了解到
该公司有新增环保二违点位后，庄
木弟叮嘱企业一定要提高环保意
识，在懂法守法中切实肩负起企业
环保主体责任。

在鼎龙智能制造科技园建设现
场，庄木弟强调，“东方美谷园中园”

建设，要高起点、大手笔推进。高起
点，就是要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最好
水平，立足于国家、长三角、上海角
度，做强策划、规划，明确产业、城
市、人口定位，做实发展的“底板”。
大手笔，就是要主动拥抱三大机遇，
尤其是要抢抓自贸区增设新片区机
遇，把区位优势变成比较优势，把比
较优势变成领先优势，在个性和特
色上做出文章。

庄木弟指出，做好环保和发展
这两件事，关键就是要解放思想。
一方面，不能被土地、金钱束缚，要
加大环保整治力度，力戒“修修补
补”。另一方面，要依托大公司、大
企业，做高发展的平台，推动“东方
美谷园中园”建设。

实事求是 积极配合 追查问责
（上接 1 版）要重点排查水、垃

圾、建筑垃圾处理的问题，以及乡
镇码头运营过程中产生的污染问
题。要全面排查，严禁“一刀切”行
为，加强舆情氛围意识，增加正面
导向。专题研究区内垃圾和污水总

量、历史上填埋垃圾点位等数据。
抓紧整改已发现的问题，解决群众
反映集中的问题。借力推进环评
改革，通过此次环保督察，改善环
境，促进经济质量提升。

郭芳强调，要把握实事求是、
积极配合原则，加强追查问责条

例，配合督察组及区生态环境局工
作。要做好三项工作机制，即建立
健全专人专班专群机制，问题即知
即改机制，以及相关主要领导把关
负责机制。

区委常委、副区长连正华出
席。

画好南上海“未来空间”大写意
（上接 1 版）大胆闯的探索精

神，主动拥抱三大机遇，抢抓自贸
区增设新片区契机，画好奉贤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大写意”，切实把南
上海“未来空间”打造成为继“东方
美谷”之后的又一发展引擎、新的
经济增长点，实现奉贤经济发展的

“双轮驱动”，走出一条符合地区发

展的新模式、新路子。
庄木弟指出，打造南上海“未

来空间”，要以“一核一网，东西联
动”为主，即通过以临港为核心，以
奉贤、长三角、世界为网，在“东方
美谷”和“未来空间”交融发展中，
打造未来的产业、未来的城市、未
来的生活空间和未来的生活方
式。各地区、各部门要聚焦着力

点、增长点、兴奋点和新亮点，进一
步解放思想，立足工作实际，做好

“未来空间+”文章，推动科技文化
产业、绿色产业的发展，切实将其
打造成为新的经济增长极，进一步
推动奉贤高质量发展。会议还讨
论了关于经济形势新变化下推动
奉贤区高质量高水平发展的若干
意见。区领导顾耀明、顾佾参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