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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知识产权调解中心总部落成

本报讯（记者 莫文艺 通
讯员 杨芳）4 月 24 日，医防深
度融合的平台——广东省精
准医学应用学会精准疫苗免
疫分会在广州正式成立，并同
期举办第一届疫苗精准免疫
与健康高峰论坛。

成立大会由广东省精准
医学应用学会常务副会长兼
秘书长孙炳刚主持。广东省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医师
郑慧贞获聘广东省精准医学
应 用 学 会 免 疫 规 划 首 席 专
家。精准疫苗免疫分会首任
主任委员由广东省人民医院
儿科主任医师林晓源担任，广
东省妇幼保健院副院长、教授
陈运彬任分会名誉主任委员，
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
教授郝元涛、深圳市儿童医院
儿研所常务副所长、主任医师
马廉，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主任医师郑慧贞、许锐恒，
深圳市儿童医院教授杨永弘
等 5位精准疫苗免疫领域的知
名专家受聘为分会顾问。

主任委员林晓源教授表
示，自 2020 年 12 月 15 日我国
启动新冠病毒疫苗重点人群
接种工作以来，中国疫苗为全
球抗击新冠疫情提供了有力
支撑。今年两会上，疫苗的安

全、有效生产以及高效率、免
费接种等问题，持续受到热
议。近年来其在肿瘤，如宫颈
癌的预防中也取得了突破性
进展，被视为 20 世纪全球 10
项最伟大的公共卫生成就之
首。针对接种者个体特征制
定精准疫苗免疫策略愈发迫
切。为规范预防接种工作，精
准疫苗免疫分会应运而生。
分会目前共有委员 183 人，致
力于“医防融合”，所属领域涵
盖了医院内外公共卫生、预防
医学、临床医学、妇幼保健及
疫苗研发、生产、推广和使用
等跨领域、多专科的专业资源
和技术力量，将携手共同推进
精准医学在预防领域的研究
和应用，推动制定和实施疫苗

的精准免疫策略，尤其是特殊
状态儿童的预防接种，助力提
高疫苗接种覆盖率。

林晓源教授还指出，“疫
苗犹豫”是导致疫苗接种覆盖
率低的重要原因。分会将充
分利用传统媒体、互联网+、大
数据和疫苗接种的信息化平
台等多种多样的渠道，开展精
准和针对性宣传教育，同时推
动疫苗的标准操作和安全规
范接种，持续加强对接种后的
有效性和安全性监测包括异
常反应处置，尤其是新上市疫
苗如新冠疫苗等，以消除恐
惧、解决关切、排除误导信息、
扩大科学认知，提高疫苗接种
率，为建立群体免疫屏障而努
力。

本报讯（记者 刘肖勇 通讯
员 林春萍 丘欢梓）4月 28日下
午，由南沙区总工会主办的“新
时代·劳动美”——劳模先进共
话“十四五”活动在南沙区少年
宫举行。作为“五一”系列活动
之一，论坛邀请了四位来自南
沙区内不同行业的劳模，向现
场 300 多名职工代表讲述了科
技工作者、高级律师、新型农民
和国企干部们“奋斗在南沙”的
动人故事。四位劳模满怀激情
的讲述，感染着在座的每位嘉
宾和职工。活动会场还展出了
46幅2021年南沙区职工摄影比
赛获奖作品，并在论坛上为获
奖人员颁奖。广州市总工会副
主席余少东，南沙区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区总工会主席苏士
路，南沙区副区长惠立新，南沙
区政协副主席王中华出席活
动。

南下追梦，攻坚克难，突破
科技创新“死亡之谷”的中国科
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分所研
发中心主任于广平，在智能制
造和绿色制造技术的匠心制造
已推广应用并出口国外。他当
时选择南沙，正是因为有一个
科技创新的梦想，希望在南沙
实现科技成果在行业和企业中
的切实应用。

出生贫寒，钻研刻苦的普
通泥工郑贤春，华丽转身成广
东港宏律师事务所的一名职业
律师，被职工称为“正义的使
者”。

踏实肯干、认真肯学的“新
型农民”孔杰荣，选择回到南
沙，扎根土地，创建南沙区勤家
园果蔬种植专业农民合作社。
他期望在南沙培养一批种植的
专业、优秀人才。

在扶贫路上发光发热的南
沙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党建
干部姚少雄，生动诠释了作为一

名普通扶贫干部的坚守和责任。
当天论坛邀请的四位劳模

代表，紧扣“十四五规划”和南
沙“三区一中心”建设，以宣讲
和访谈相结合的形式，分享他
们建设南沙的故事，他们的讲
述感染着在座的每位嘉宾和职
工。

“南沙位于珠三角几何中
心，具有区位优势，珠三角是制
造业最为发达的地方，企业多、
技术需求旺盛，是实现科技成
果落地应用产业化梦想的好地
方。目前南沙正处于一个飞速
发展的时期，各种利好政策不
断推出，给予了每个人大量的
发展的机会。随着生活配套设
施的不断完善，我想会越来越
多优秀的人才像我一样选择扎
根于南沙。”于广平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

消防员集体婚礼上，“火焰
蓝”与白纱裙相拥的温情瞬间
被定格；户外高空玻璃上，清洁
工化身“蜘蛛侠”飞檐走壁；农
民阿姨手举亲手栽培的年桔，
站在年桔田前笑开了花……活
动会场还展出了 46 幅 2021 年
南沙区职工摄影比赛获奖作
品，引发职工的阵阵热议与驻
足。“原来我们身边藏着这么多
动人的瞬间，如果没有看这个
摄影展我都没有意识到，劳动
状态下的人真美！”前来参加活
动的职工陈先生感慨道。

记者了解到，南沙区总工
会除了以“新时代劳动美”为主
题开展劳模论坛、摄影比赛和
征文比赛等“五一”系列活动，
还将举办建筑技能擂台赛、“粤
菜师傅”比赛、安全驾驶员技术
竞赛、护理技能大赛等“南沙工
匠杯”系列技能竞赛，提高企业
的凝聚力和职工的向心力，实
实在在为职工群众办实事、办
好事。

南沙区总工会举办劳模先进共话“十四五”活动

本报讯（记者 胡漫雨 通讯
员 张雅连 谭朱容）4月 25日，由
广东省知识产权研究会与国际
争议解决及风险管理协会、澳门
知识产权研究会、广州市黄埔区
司法局、广州开发区知识产权局
联合主办的“粤港澳大湾区知识
产权调解中心总部落成暨澳门
凯旋国际进驻广州庆典仪式”在
广州开发区圆满举办。广东省
知识产权研究会理事长谢红、广
州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刘石、广
州开发区知识产权局局长林东
勇、广州市黄埔区司法局副局长
陈哲出席活动并致辞。本次活
动由澳门知识产权研究会理事
长、澳门凯旋国际总裁王爱民主
持。来自粤港澳三地律师、商界

精英以及社会团体、服务机构、
高新企业负责人，澳门濠江中学
附属英才学校师生等120余人参
加了活动。

谢红介绍了调解中心筹备
历程及调解中心发起单位广东
省知识产权研究会的概况，她
表示，调解中心的成立，对推动
粤港澳大湾区建立共商、共建、
共享的多元化知识产权纠纷解
决机制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刘
石对调解中心、澳门凯旋顺利
进驻开发区表示热烈祝贺，他
期望两机构立足开发区，对接
港澳、服务内地、面向世界，共
同打造湾区知识产权服务高
地，引领产业发展，优化营商环
境。林东勇表示，调解中心设

立在率先开展粤港澳知识产权
互认互通的开发区，能共同打
造国际化、专业化、社会化的粤
港澳大湾区多元知识产权保护
格局。陈哲认为，调解中心在
推进知识产权争议纠纷解决的
多元化尝试方案提供了湾区专
业智慧，能有效推动三地制度、
机制、规则的衔接、互认、融合
和共生。

调解中心正式对外运作，将
联合湾区内的专业调解服务机
构和法律服务合作机构共同创
建知识产权领域多元化调解合
作平台，融合湾区内三地知识产
权法律制度打造专业调解团
队。针对复杂的专业领域的调
解，调解中心也将参照港澳调解

机构调解服务收费的做法，探索
开展低于仲裁及诉讼成本的有
偿调解服务。

活动还举办了粤港澳大湾
区知识产权调解员培训班，广州
知识产权法院商标及不正当竞
争审判庭三级高级法官丁丽就

《知识产权调解是技术活》进行
了专题授课。她从知识产权调
解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广州知识
产权法院在调解方面的相关做
法、个人调解经验的分享三方面
进行了主题演讲，认为知识产权
调解工作大有可为。培训班旨
在通过典型案例提升调解员知
识产权调解水平，深入推进粤港
澳知识产权合作工作，推动大湾
区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决方

式上新台阶，打通三地的“信息
流”、“智慧流”。

活动现场，粤港澳大湾区知
识产权调解中心与广东省谐合
知识产权调解中心签署了合作
协议，双方将在调解员互认共
享、调解案件分享交流等方面开
展深入合作。

同期，主办方还现场推荐
了由广州知识产权法院王海清
院长及八位资深法官的新书
——《商标法实务研究》，该书
汇聚了 50 个商标法热点前沿问
题、100 个商标法故事、200 个商
标法典型案例，是当前商标审
判理论与实务相结合的力作，
实用性强。

广东成立医防深度融合平台广东成立医防深度融合平台
规范预防接种

本报讯（记者 麦博 通讯
员 陈杰华）4月22日，在中国科
协企业创新服务中心、广州开
发区金融工作局、黄埔区科协
（广州开发区科协）的指导下，由
中国创新创业成果交易会办公
室主办，冠昊生命健康科技园
有限公司、广东昊赛科技企业
孵化器有限公司、广州保利中
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广州华
昇科技咨询有限公司共同承办

的 2021创交会系列活动之《企
业获得资本借力和转化的有效
途径》开发区专场在冠昊生命
健康科技园总部园区举行。

针对企业的融资问题，中
国创新创业成果交易会办公室
结合企业需求，汇聚各方资源
开展精准对接，特邀嘉宾进行
专题开讲，力求赋能科技创新。

囯家级经开区绿色发展联
盟（广州）中心负责人任蜜进行

《广州开发区黄埔区“绿色金融
10条”政策》的宣讲（简称“绿色
金融10条”）。“绿色金融10条”
集全国地方绿色金融政策之大
成，围绕“机构、产品、市场、平
台、创新”五大维度，从绿色金
融组织机构、绿色贷款、绿色债
券及资产证券化、绿色保险、绿
色基金等 10个方面落笔，提出
22项具体措施，打造地方绿色
金融改革创新的“黄埔样板”。

汇聚各方资源开展精准对接汇聚各方资源开展精准对接
《企业获得资本借力和转化的有效途径》广州开发区专场举行

劳模讲述“奋斗在南沙”
的动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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