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陶宇东 版式：周远东

要闻 30星期二 2019年4月2

本报讯 4 月 29 日下午，我省
庆“五一”表彰大会暨劳模先进事
迹报告会在南京隆重举行。省委
常委、统战部部长杨岳，省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魏国
强，副省长陈星莺出席大会。会
上，省领导为获得全国、省五一劳
动奖章、奖状、工人先锋号，省“十
佳文明职工”荣誉的先进集体、先
进个人颁奖。

《致敬！劳动者》我省庆“五
一”表彰大会暨劳模先进事迹报告
会，以“中国梦·劳动美·幸福路”为
主题，用艺术的形式宣传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
的十九大精神，讴歌工人阶级特别
是广大产业工人为强富美高新江
苏建设作出的突出贡献，引导广大
新时代江苏产业工人做推动高质

量发展的时代先锋。报告会共分“劳
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三个篇
章，播放了反映我省产业工人中国家
科技进步二等奖获得者、劳模创新工
作室领衔人、各行业工匠人物的杰出
代表精益求精、创新创优的视频短
片，通过主持人现场采访讲述了江苏
劳动者的感人故事，通过诗歌朗诵、
小合唱、绝技绝活展示、情景剧等艺
术形式展现了我省新时代产业工人
的风采，最后在合唱《我和我的祖国》
声中圆满结束。

今年我省共评选出：全国五一劳
动奖状先进单位 5 个，全国五一劳动
奖章 40 人，全国工人先锋号 36 个；省
五一劳动奖章 257 人，省五一劳动奖
状 139 个，省工人先锋号 549 个，省五
一劳动荣誉奖章43人。

（吉 强 毕子晨）

我省举行庆“五一”表彰大会
暨劳模先进事迹报告会

本报讯 28 日至 29 日，由省
委政法委、省委国安办举办的全省
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在江苏
省检察官学院举行。省委常委、省
委政法委书记、省委国安办主任王
立科出席并讲话。副省长、省公安
厅厅长刘旸，省法院院长夏道虎，
省检察院检察长刘华等省政法部
门主要负责同志分别作专题辅导
报告。

王立科指出，要把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引领新时代政
法工作发展的思想旗帜和行动指
南。要全面提升新时代江苏政法工
作能力水平，切实扛起政治责任，强

化问题导向，坚持底线思维，坚决打赢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要全力为
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保驾护航，纵深
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营造良好社
会生态；进一步加强产权保护，用更精
准的举措守护创新，依法严厉打击侵
害知识产权行为，着力维护市场经济
秩序；加快建成覆盖全业务、全时空的
法律服务网络，努力为群众提供更多
普惠均等、便捷高效、智能精准的服
务。要不断提升政法领导干部的政治
能力、斗争能力、沟通能力、执行能力
和防腐能力，努力锻造高素质政法队
伍，打造新时代江苏政法铁军。

（苏政法 林元沁）

我省举办
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

4 月 25 日，由中国药学会、江
苏省科协、扬州市政府主办的第二
届“2019中国·扬州生物医药论坛”
在扬州举行，300 余位国内外生物
医药行业专家学者、行业管理机构
负责人、企业高管、政府人员等汇聚
一堂，聚焦全球最新生物前沿技术，
分享前瞻理论成果，共话生物医药
产业未来，助力扬州生物医药产业
形成创新资源的集聚效应。

国际视野研发，
创新药品落地扬州

论坛上，生物医学界人士讲述
业界前沿动态，其中透露一些新药
品将在扬州生产。

“中国药品要想走向世界，必须
以国际化的视野研发创新，提升全球
化竞争力。”力品药业（厦门）有限公
司总经理朱海健介绍其公司创新的
口腔膜新技术。使用口腔速溶膜，可
替代注射剂，5到10分钟起效，能避
免药物在胃肠道降解，克服吞咽困难
或有呕吐反应患者的困难。这款癌
症患者化疗止吐产品被认定为国家
十三五“重大新药创制”专项品种。

“我们的创新药注射用全氟丙烷人血
白蛋白微球，用于心血管超声造影检
查，体内停留时间更长，血药浓度达
峰时间更长，代谢快，无残留。预计
很快获批，在力品扬州公司生产。”

鸡尾酒疗法的推行，让艾滋病
变成一个可控的慢性疾病，但困扰
病患的是，要每日服药。这种局面
不久或将改变。

“目前治疗艾滋病，抑制病毒相
当于‘足球场上追着足球跑’，我们
的研发方向是‘把门挡住’。”联合生
物医药有限公司董事林淑菁说，目

前正在创新研发的治疗艾滋病的抗体
新药 UB-421，可百分之百抑制病患
者血液中 HIV 病毒量，最终实现治
愈，或者是功能性治愈。

“此次研制的艾滋病抗体三期临
床研究成果即将申报，并开展临床试
验研究。”林淑菁透露，会力争早日在
扬州启动药物生产。

心脑血管疾病是人类疾病杀手。
“引起疾病的原因是低密度脂蛋白的升
高，换言之，主要是胆固醇的生物合成
紊乱造成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复旦大
学教授陈芬儿说，既然LDL-C是引起
高血脂症的主因，就要降低它防止该疾
病的发生。“经过前期探索后，还要花费
半年的时间构建后期流程，我们争取研
发出全球工艺最好的他汀类药物。”

江苏艾迪药业副总裁沈小宁介
绍，艾迪在扬州成立后，推出多个临床
新药，目前研发的抗肿瘤新药，AC-
CO10 可以抑制所有固体肿瘤细胞生
长速度，如肺癌、肝癌、乳腺癌、结直肠
癌等。还有新一代核苷细胞毒抗癌药
物ACC015，不久会推向市场。

抢抓发展机遇，
生物医药走向新天地

据介绍，全球20大最有价值的在
研药物中，14 个为生物药。全球 10
大畅销药品中，有 8 个为生物药。生
物医药已成为整个医药领域最具市场
潜力研发热点，当前，生物医药产业在
技术进步与需求增长的双向驱动下迎
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

“近年来，国家相继出台了《‘健康中
国2030’规划纲要》等一系列重要文件，
生物医药产业阔步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战
略机遇期。”扬州市委常委、邗江区委书记
张耀武表示，我们抢抓发展机遇，以扬州

生物健康产业园建设为抓手，正全力打造
专业化、高品质的生物医药产业高地。

联亚药业、联环药业、上海奥锐
特、生合生物、艾迪生物⋯⋯扬州高新
区生物健康产业园已云集多家生物医
药领域名企。

“江苏已经成为全国医药产业发展
最快、创新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江苏
省药学会理事长胡晓抒说，扬州生物医
药健康产业园异军突起，产业集聚越来
越多，一大批重大产业项目，已经或者
即将入驻，发展前景十分喜人。

中国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杨晓明说，生物医药是生命科学、医
学、药学交叉融合的“黄金三角”，是由

“政-产-学-研-检-用”六界+资本构成
的产业生态，执行着预防、诊断、治疗的
三大功能。扬州地域优势、城市特质具
有天时地利的发展条件。目前国内很多
知名药企开始进军生物药领域，生物药
正蓬勃发展，并且持续保持两位数的增
速，预计到2021年将超过3000亿元。

放眼未来，专家认为，肿瘤免疫治疗
仍然是重点，机遇无限；重组抗体药物是
今后很长一段时期炙手可热的重点产业
板块；疫苗和血液制品产业有待加速升
级；细胞治疗和基因治疗方兴未艾。“这
与扬州要打造创新药物研发基地、大分
子生物药制造高地十分契合。”专家说。

共绘产业蓝图，
激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论坛期间举办了南京大学生物医
药行业校友会专场。江苏艾迪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傅和亮直言，扬州的
创业环境不断优化，生物健康产业配套
条件越来越好，集聚能力越来越强。

主攻特色中间体、原料药及制剂
等研发生产的奥锐特药业，其扬州公
司正在加速建设冻干粉制剂、固体制
剂大型生产基地。产品覆盖激素类、
抗病毒类、心脑血管类、中枢神经类、
降血糖类等医药领域，前景广阔。

致力于生物大分子分离和纯化领

域的赛分科技，是全球生物分离的领
航者。赛分科技扬州公司成立后专注
色谱层析介质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可
满足社会对高效液相色谱分离纯化产
品的需求，特别是来自高速发展的中
国生物制药下游分离纯化制造工艺的
需求，二期工程 2020 年建成后，总产
能可达五万升各类色谱层析介质。

生物医药产业是当前最活跃的新
兴产业之一，也是推动产业提档升级高
质量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向高质量发展
的加速器。江苏省科学技术协会主席
陈骏表示，近年来，扬州生物医药健康
产业园凭借优质的产业项目，以产业聚
人才，以人才强产业，迅速兴起为全国
生物医药的重要板块，令人期待。

美国 UBI 集团旗下两个子公司
落户扬州，陆续把15个创新性产品带
到了扬州。公司董事长王长怡深有感
触地说，相信一系列创新型药物及时
走向市场，会给这个历史悠久的城市
带来新的发展动能。

数据显示，扬州生物医药产业规模
每年保持在30%以上的增幅。扬州高
新区管委会主任叶华生说，扬州高新区
生物健康产业已发展成为扬州最具爆
发力、最具增长力、最具创新力的主导
产业，已形成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局面。

“生物医药产业是我们打造健康中
国扬州样本的重要内容。”扬州市副市
长方桂林介绍，自去年成功举办了首届
生物医药论坛后，吸引了多家国内外知
名的生物医药企业投资兴业，一年之内
就新落户了5个重点项目，发展态势良
好。下一步，将全力以赴加快打造国内
有影响的生物医药研发和产业化基地，
推动扬州生物医药产业做优做大做强。

中国药学会副理事长丁丽霞寄希
望扬州充分发挥现有的产业优势，推进
生物医药产业的跨越发展，实现经济社
会向高质量发展的不断推进。“扬州高
新区重点建设生物健康产业园，契合国
家战略和城市特质，态度坚决，举措扎
实，前景可期！” 本报记者 梅剑飞

第二届中国·扬州生物医药论坛聚焦生物健康产业

扬州生物医药产业加速创新集聚

4 月 17 日下午，记者随省委宣
传部、省发改委组织的乡村振兴集
中采访团来到南京溧水区重点打造
的红色主题特色田园乡村白马镇石
头寨村李巷，只见红花绿水间，身着
红军服装的团队游客络绎不绝。

石头寨村党总支书记周建明告
诉记者，就在几年前，地处山沟的李
巷还是溧水出名的穷地方。石头寨
发展蓝莓、黑莓这“两莓”产业，日子
渐渐红火起来，但李巷的发展却很
慢，村容村貌也较差，老房子年久失
修，房顶塌了的也不少。2016年，李
巷成为省里精准帮扶对象。李巷有
个周边村镇无可比拟的优势——红
色资源，抗战时期，这里是中共苏皖
区委、苏南行政公署、新四军第六师
十六旅的驻地，有“苏南小延安”之
称。为充分挖掘红色资源优势，
2017年开始，李巷进行了整体的环
境提升和红色文化打造，疏浚河道，
治理坑塘，修整石板路，通过引入第
三方商旅集团的方式进行整体开发。

如今，李巷作为党性教育基地，
还可以承接培训，建了多媒体教室，
设置了课程。主干道上开设了一些

商店，除了红色主题的展览室、餐厅
外，还有亲子教育、文创等业态。每
天，村里的游客络绎不绝，村里的原住
民种菜、做工，相生相融。

石头寨村青山环绕，风景秀丽，好
环境不光让村民守着绿水青山，有了
金山银山，甚至吸引来了外国小伙儿
长期扎根。

小伙儿是位 80 后，名叫马克斯，
来自德国，当天，他正在自己打造的蓝
莓园内做蛋糕。“我爱中国，我是溧水
的新农民。”马克斯一张口，大家都震
惊了，他的汉语娴熟流利。

在德国农场长大的马克斯，从小
就对大自然充满向往。“小时候父亲在
农场种胡萝卜、洋葱、蓝莓等蔬菜和水
果，很怀念那时的田园生活。”

2008 年，马克斯被派到南京工
作，“说好来一年，但突然到来的缘分
让我彻底爱上了中国。”马克斯邂逅了
现在的妻子，随后在南京安家，并有了
一儿一女。

安家南京后，马克斯辞掉原来的
工作，在外贸公司上过班，也开过餐
厅、蛋糕店。然而，像父亲那样开一家
有 机 农 场 ，是 他 一 直 以 来 的 梦 想 。

2017 年，马克斯经过朋友介绍，认识
了李巷蓝莓种植大户张友才，从他手
里转租了20亩地种植蓝莓。

“这里的环境太好了！”马克斯在
农场里创建了一个花园餐厅，客户可
以在这里吃到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孩
子们节假日可以到这里学烘焙，学英
语，制作蓝莓酱等。”马克斯说，回到大
自然，让孩子在草地上奔跑，在泥土中
玩耍，才能让他们在与地球母亲的联
系中成长。

马克斯做事非常认真，种植蓝莓
从施基肥开始就用菜籽饼等有机肥，
不打农药，不用化学方法除草。虽然
增加了成本，但却保证了蓝莓的品质。

“我开了家蛋糕店，有 4 万名客
户，所以蓝莓的销路一点也不成问
题。南京的妈妈们驱车七八十公里到
这里游玩，如果当天赶回去会比较累，
她们很想在这里住一晚。目前，我正
在抓紧时间改造民宿。”马克斯说。

马克斯还萌发了和张友才成立有
机蓝莓专业合作社的想法。“我们很支
持马克斯的想法，白马镇目前正在做
土地整治项目，并为这位‘洋农民’预
留了土地。”周建明说，合作社既能帮
助农民增收，还能带来德国先进的有
机农业种植技术和理念，是件好事。

既要守住绿水青山，又要把绿水
青山变成金山银山、变成强村富民的
促进剂。这样的共识正在我省越来越
多的村庄变为现实。

薄暮时分，微风拂过杨树林，斜阳
透过树叶缝隙洒向碧绿草地，三三两
两的游客驻足拍照，不时传来啾啾鸟
鸣，这是宜兴市西渚镇白塔村的一个
普通下午。

“生态立村、文化强村、旅游富民”
是白塔的发展方向，村主任张建新说，
白塔发展坚持“留青山、保绿水、守净
土”，让每位游客来后能抬头见青山，低
头看绿水，就像走亲戚一样，处处有温
情。“生态资源要和富民、强村、美丽长
寿等幸福指数相结合，用好生态资源才
能更好地保护生态。”张建新说，去年，
白塔瞄准农业产业转型升级，淘汰了
200亩适销不对路的苗木，引进香料植
物，发展天然芳香产业，产生了较高的
经济效益。“我们结合乡村旅游、美丽乡
村建设，引进更高附加值品种，目的是
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种一亩香料
植物，收益不低于5000元，1亩玫瑰产
值可达1万元，和传统种植相比，大大
提高了农民收入。”张建新说，今年准备
根据情况继续扩大规模。

产业结构调整了，宣传手段也与
时俱进。一年多以前，白塔村成为全
国第一个开通抖音等短视频及电商平
台的村。“开通以后，我们招聘专业团
队，有8名大学生在村里拍摄小视频，
并及时制作播放。”张建新说，这一创
举，不仅带动了白塔村的经济发展，也
让这个生态文化村受到更多关注。

本报记者 吴 琼

乡村振兴的江苏实践②

环境美，近悦远来处处景
本报讯 4 月 29 日，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智
能化”重要论述暨纪念毛泽东主席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著名
论断发表 60 周年报告会在江苏大
学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陈竺发来贺电。全国人大常委会原
副委员长张宝文，全国政协原副主
席张怀西，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杨
岳出席报告会。

张宝文在报告会上致辞。他
说，农业机械化是实现农业、农村和
农民生活现代化的关键手段，是提
高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和农产
品质量的重要保证。当前，我国农
业机械化进入了快速发展黄金期，
农业机械化向全程全面高质高效方
向发展，农机装备总量持续快速增
长，我国已成为农机使用大国。农
业各领域新型机具加快增长，农机
装备结构不断改善，农机质量不断
提高，极大地夯实了我国农业生产
的物质装备基础，农机作业水平也
在持续快速提高，农业生产方式实
现了历史性转变。

杨岳在致辞中说，农业机械化
是农业现代化的基本路径和重要标
志。和全国一样，60 年来江苏农业

机械化取得长足进步。特别是党的十
八大以来，我省深入开展粮食生产全
程机械化整省推进行动，加快实施设
施农业“机器换人”工程、绿色环保农
机装备与技术示范应用工程，农业物
质技术装备水平不断提高，2018年全
省农机总动力达到5040万千瓦，农业
机械化水平提高到 85%以上。我们
将以毛主席重要论断发表 60 周年为
新的起点，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大
力推进农业机械化、智能化”的重要指
示，借鉴报告会研讨交流的丰硕成果，
统筹深化农村改革创新和农业机械化
高质量发展，为我省农业农村现代化
建设提供强大动力。

此次报告会由中国农业机械学
会、中国农业机械化协会等联合主
办，江苏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
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承办，来自工业
和信息化部、农业农村部、中国工程
院和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农机企
业、各级农机管理及推广部门等单位
代表，围绕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和农
机装备产业转型升级广泛开展探讨
交流，进一步理清新时代农业机械
化、智能化发展思路，为助推我国农
业农村现代化建言献策。

（王 拓）

全国专家在镇江
研讨农业机械化智能化

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本报讯 4 月 29 日，淮河生态
经济带首次省际联席会议在淮安
圆满召开。会议围绕推进落实《淮
河生态经济带发展规划》，建立省
际协商合作机制与平台，深入践行
新发展理念，凝心聚力把淮河流域
打造成水清地绿天蓝的生态经济
带。江苏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樊
金龙，安徽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
邓向阳，山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
长王书坚，河南省副省长刘伟，湖
北省副省长杨云彦出席会议。国
家发展改革委地区经济司副司长
张东强应邀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2018 年 10 月国务
院批复《淮河生态经济带发展规
划》，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淮河流域
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为沿
淮各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历史性
机遇。

会议要求，沿淮相关地区要珍
惜并且用好淮河生态经济带这一

区域发展规划平台，深入落实打造绿
色生态廊道、完善基础设施网络、推
进产业转型升级、统筹城乡发展、促
进基本服务共建共享、构建全方位开
放新格局等六个方面的任务举措，努
力把这片为中国革命作出重要贡献
的红色土地变成我国经济发展的新
支撑带，不辜负淮河两岸父老乡亲的
期待。

会议强调，要优化协调机制，加强
对接交流，形成推进合力。要把《淮河
生态经济带发展规划》明确的目标任
务纳入沿淮各地的发展规划，体现为
具体项目，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研究
破解，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地推动落实，
力争每年都形成若干标志性成果。

会议还审议通过了《淮河生态经
济带发展规划省际合作总体实施方
案》和《淮河生态经济带省际联席会议
制度》，签署了《淮河生态经济带发展
规划省际协同推进合作框架协议》。

（顾巍钟）

淮河生态经济带首次
省际联席会议在淮安召开

① 29日，苏州一群小学生和“劳模团”爷爷奶奶开展包馄饨大比拼。 徐志强摄
② 29日，淮钢公司轧钢厂工人正在车间忙碌着，五一临近，让我们向工匠和劳模致敬。 王 昊摄
③ 南京建邺区“中国梦·劳动美·幸福路——我们都是追梦人”文艺汇演在区文化馆开演。 邵 丹摄

致敬劳动者

①①

②②

③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