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月 20 日至 22 日，第十四届
全国营养科学大会暨第十一届亚
太临床营养大会、第二届全球华
人营养科学家大会在南京召开。
本届会议主题为“营养研究与临
床实践”，旨在推进实施“健康中
国 ” 战 略 ， 落 实 国 民 营 养 计 划

（2017-2030） 健康目标，促进与
亚太地区及国际营养科学的交流和
发展。

9月22日，国家十三五科技部
重点研发计划“中医药现代化研
究”专项首席科学家、北京中医药
大学王林元教授代表项目组与安利

（中国） 研发中心签署协议，双方
合作建立“基于辨证保健的中药复
方保健产品评价技术体系研究及示
范研发平台”，推进中医药的标准
化、现代化、国际化。

据王林元教授介绍，“中医药
现代化研究”专项计划属十三五规

划中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包含中
医药理论传承与创新、中医药防治
重大疾病、中药资源保障、中医药
健康产业科技示范、中医药国际化
和少数民族医药传承和创新六大方
向。

“我们坚信自然的力量，坚信
传统的智慧，同时融合现代科学技
术来发展中医药、利用好中医药造
福人类健康”，安利大中华研究开
发及技术法规副总裁陈佳女士表
示。事实上，已有 85 年历史的安
利旗下营养保健品牌纽崔莱的诞
生，正是从中国人饮食结构中蔬菜
摄入充分以及传统中医药理论注重
平衡的概念中获得了启迪。

安利 （中国） 研发中心此次参
与项目是“中药复方保健产品的评
价技术及示范研发”，项目牵头单
位为北京中医药大学，项目科研内
容包括三个部分：建立中药复方保

健产品评价体系及规范；中药复方
保健产品的功效成分研究，现代科
学内涵阐释；开发功能因子明确、
保健功能确切的中药复方保健产
品。这些研究将会产生 5个保健功
能的9个产品研发、32个示范实验
室和平台、90余篇论文、5个专利
以及200多个研究报告。

迄今为止，纽崔莱已经在全球
建立了超过 30 多个研究点、开展
超过60项人体临床研究、拥有190
多项专利、发表了超过 300篇学术
研究论文。“重视研发是安利公司
一贯秉持的发展理念，也是我们一
直坚守的传统。安利在全球范围内
拥有 100个研发实验室，近千名科
研人员，并与近百所大学进行合
作”，陈佳说。

从上世纪 90 年代进入中国市
场以来，纽崔莱非常重视“传统中
医药智慧”对人类健康的益处，于

2004 年在上海成立研发中心，并
将中草药类保健食品研发作为核心
战略之一。经过多年探索和积累，
安利研发中心已经建立了从原料种
植、工艺开发、科学研究到产品生
产上市的全链条生态系统，形成了
将传统智慧和现代科学融合的核心
研发体系，并已经成功上市多款中
草药类产品。其中第一个中草药产
品——银杏苁蓉片，先后在中国、
日本、美国、俄罗斯等全球 13 个
国家和地区上市。

2015 年，总投资超过 2 亿元
的安利中国植物研发中心在无锡
落成，致力于中草药植物的有机
种植研究、提取物研究，并与中
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朱兆良
院士合作建立企业院士工作站，
解决中草药发展中遇到的可持续
发展等问题。

（转载自《潍坊晚报》）

助力“中医药现代化”

安利（中国）研发中心参与国家“十三五”重点研发计划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通途路（世纪大道-东外环）综合管廊工程高压

细水雾灭火系统设备采购及相关服务已由宁波市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分别以甬发改审批【2018】37 号批准建设，资金来源原电力
隧道工程已明确的投资 2.45亿，按甬发改审批【2017】221号文中
确定的比例由宁波市高新区管委会、东部新城指挥部和鄞州区

（原江东区）政府出资承担；其余部分资金由市、区统筹安排，项
目建设单位为宁波城市地下空间投资有限公司，招标人为宏润
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招标代理机构为浙江省成套工程有限
公司。该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以上项目的高压细水雾灭火
系统设备采购及相关服务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及招标范围
2.1建设地点：位于宁波市高新区、东部新城，沿通途路北侧

绿化带敷设，其中两处电力隧道顶管跨行政区
2.2建设规模：本工程全长约5.4公里，为干支混合型管廊，西

起世纪大道（福明变）、东至东外环（规划新乐变）
2.3标段划分：一个标段
2.4计划工期：在 2019年 12月底完工，具体时间以招标人通

知为准
2.5招标范围：本项目为交钥匙工程，招标范围包括（但不限

于）高压细水雾灭火系统工程（不包括水雾电里的电缆、配管及
配线）的设备材料的成套供货、安装调试、售后服务等系统工程
范围内所有内容

2.6质量目标：一次性验收合格
2.7安全要求：合格
2.8招标控制价：19966492元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投标人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3.2投标人须为所投高压细水雾灭火系统的制造商或具有该

制造商针对本项目唯一授权书的代理商（如为代理商的，投标文
件中提供制造商针对本项目的唯一授权书原件）

3.3投标人须具有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一级资质
3.4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5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不得为失信被执行人。预中标候选

人公示前，招标代理人对预中标候选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
目负责人失信信息进行查询（具体以预中标候选人公示日前“信
用中国”网站 www.creditchina.gov.cn 查询为准），若为失信被执
行人的，则取消预中标候选人资格，相应标段重新组织招标

4.投标报名：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19 年 9 月 23 日至 2019 年 10

月 11 日 16 时（北京时间，下同），登录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网站（http：//www.bidding.gov.cn）自行下载招标文件，未购买招
标文件的投标人，其投标将被拒绝

4.2招标文件每套售价300元，售后不退
5.招标文件的获取
5.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即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

2019年10月15日9时30分
5.2开标地点为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具体受理场所见

当日公告栏）
5.3逾期送达（或上传）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

招标（代理）人不予受理
6.招标公告发布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宁波

日报上发布
7.招标（代理）人及联系方式
招标人：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宋先生 联系电话：15757855484
招标代理人：浙江省成套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中山西路75号鼓楼大厦西座五楼
联系人：钟波达 吕忠煜 联系电话：0574-87304840

通途路（世纪大道-东外环）综合管廊工程高压细水雾灭火系统设备采购及相关服务招标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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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博

“蛋挞真好吃！”“好开心啊，
我们有了那么多新书！”昨天，江
西省鹰潭市余江区春涛镇黄泥小学
传来好消息，该校的 25 个孩子有
了崭新的厨房和国学图书室。

这个爱心厨房和图书室，由宁
波爱心企业方太集团出资打造，是
送给这个偏远山区孩子们的新学期
礼物。

远在 600里之外的山区小学为
何能和方太集团结缘，这其中还有
一段故事。

黄泥小学距离春涛镇中心区
20 多公里，周围都是山，是全镇
最小的教学点之一。2018 年 9 月，
章站亮调到黄泥小学担任校长，他
感到非常震惊，全校从学前班到小
学五年级，只有 25 个孩子，五年
级只有一个孩子。

“这 25个孩子都是留守儿童。”
章站亮说，学校里有篮球场，还有其
他体育锻炼设施，但是父母不在身
边的“空缺”仅靠这些是填补不了
的。缺少爱的滋养，缺乏自信，这
是留守儿童普遍存在的问题。章站
亮琢磨着，怎样培养孩子的自信

心，让他们感受到亲情的温暖。
思来想去，他决定给孩子们加

个“营养餐”，从打开味蕾开始，
慢慢地打开孩子们的心扉。章站亮
买来大锅，利用下午活动课时间为
孩子们做糯米蒸排骨、小笼包、香
菇牛肉面……为让孩子们吃得营
养，他每天写好菜单，大清早就跑

到菜场采购。有了营养餐后，孩子
们每天都带着笑容跑回家向爷爷奶
奶报告。

章站亮的故事被网友上传到网
络平台后，这个偏远的山区小学成
了“网红”。

“章校长的故事照亮了方太集
团的初心。我们希望借助网络的力

量，寻找身边更多和他一样照亮自
己、温暖他人的普通人，弘扬没有
差别、不求回报的社会大爱。”方
太品牌部相关负责人说，今年中秋
节 ， 方 太 集 团 以 这 25 个 孩 子 和

“校长爸爸”章站亮为蓝本，拍摄
了 一 个 关 于 光 与 爱 的 “ 真 实 童
话”。截至目前，这个视频全网播
放量已超 8700 万次。方太集团联
合南方周末，与“微笑明天”慈善
基金会共同发起了“为爱发光”公
益活动，目前参与人数已超过 14
万。

如今，黄泥小学有了“高大
上”的厨房，和许多城市里的孩子
们一样，这里的 25 个孩子也能每
天吃上热乎乎的营养餐，还可以用
烤箱制作蛋挞和曲奇饼干。

公益活动当天，章站亮和孩子们
一起制作蛋挞。虽然一双双小手挤出
的蛋挞形状并不规整，但一双双明亮
的眼睛里闪着幸福的目光。

蛋挞出炉后，有几个孩子舍不
得吃，打算留给爷爷奶奶。章站亮
慈爱地看着他们：“孩子们，今天
的烘焙课没有白上，大家学会了把
别人记在心里，学会了感恩，学会
了温暖他人。”

山里娃用上了新厨房
本报讯（记者陈敏） 记者昨

日从有关部门获悉，华慈医院启
动“瑞百安慈善援助项目”，向
家庭贫困的“琥珀症”患者免费
提供 24 个月的药品，符合条件
的患者赶快去领药。

“ 琥 珀 症 ” 的 专 业 名 称 是
“纯合子型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
（HoFH） ”，属于一种罕见的遗
传性疾病，其发病率为 1/16 万
至 1/100 万。患者若不接受及时
与适当的治疗，将会在儿童及青
年期发生心绞痛或心肌梗死，并
于30岁之前死亡。

2018 年 7 月，依洛尤单抗

（瑞百安） 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批准上市。依洛尤单抗 （瑞百安）
用于治疗纯合子型家族性高胆固醇
血症，可显著降低患者 LDL-C 水
平，改善患者生存状态，提高患者
生活质量。

据介绍，中华慈善总会瑞百安
慈善援助项目的援助对象为：患者
确诊为纯合子型家族性高胆固醇血
症，符合瑞百安适应症；中国大陆
地区 12 周岁以上，经济困难，无
力支付注射瑞百安费用。对符合标
准的患者，将免费提供 24 个月的
瑞百安药品援助，切实改善患者的
生活质量，延长患者的生存周期。

华慈医院启动
“瑞百安慈善援助项目”
得“琥珀症”的贫困患者可免费领药

本报讯（记者王佳 通讯员
应姿 申东波）“接过志愿服务
队旗，接过的就是一份使命”，
前天下午，在宁波市军休一中
心，宁波军休志愿服务队授旗暨
启动仪式举行。这是市退役军人
事务局成立的第一支志愿服务
队，也是市老干部局“银辉”志
愿服务的一支新生力量。

为他人送温暖、为社会作贡
献，当宁波市军休一中心向军休干
部发起志愿者招募令，短短十几
天，就得到了具有舞蹈、器乐、摄
影等专业特长的军休干部积极响
应，纷纷递交志愿者申请书。

据了解，宁波军休志愿服务队
由医疗、艺术、公益三支队伍组成，
100余名志愿者平均年龄69岁。

军休志愿服务队成立

郝冬梅

“我们都是
中国人，个个都

是 好 娃 娃 ， 从 小 爱 党 爱 祖 国
……”“你拍一，我拍一，初心
使命要牢记；你拍二，我拍二，
中国特色新时代……”在新中国
成立 70 周年之际，宁波的“童
谣阿婆”传唱团带领小朋友们传
唱自编的红色童谣。一首首红色
童谣在小朋友心中播下了童心向
党的种子，也唱响了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行曲。

童谣作为我们民族文化宝
库中的一颗明珠，不仅能给人
美好的童年回忆，还能寓思想
品德教育于生动的旋律之中。

“童谣阿婆”不仅传承经典红色
童谣，而且自己动手编写了一
批原创红色童谣。这些“童谣
阿婆”通过学习红色文化，了
解红色知识，依据时代属性，
结合当今情况编写了很多原创

的红色童谣。“童谣阿婆”将这些
童谣带进了家庭，带进了社区，
带进了校园，很多孩子都喜欢传
唱这些原创红色童谣，在幼小的
心灵里将家国情怀扎根。“童谣教
育”净化了孩子的心灵，纯洁了
孩子的世界。

我们要给“童谣阿婆”点赞，
要为“原创童谣”叫好，经典的红
色童谣是需要传唱的，这是一种
回望，这是一种记忆，这是一种
最朴素的教育。当然，在为“童
谣阿婆”点赞的同时，我们也呼唤

“专业力量”的介入，因为红色童
谣的需求量巨大。有关部门应该采
取各种方式鼓励专业的文化工作
者创作原创红色童谣，让原创红
色童谣走进校园音乐课，走进孩
子的童心世界，成为最美的爱国
好声音。

原创红色童谣不能只靠“童谣
阿婆”，它需要“大合唱”。

（欢迎投稿，来稿请发民生邮
箱1871684667@qq.com）

原创红色童谣需要“大合唱”

孩子们和章站亮分享刚烤好的蛋挞。 （一嵌 王博 摄）

嘹亮的歌声、优美的舞蹈、
真情的朗诵……9月 24日，镇海
海润幼儿园的小朋友、家长和老
师，满怀对祖国母亲深深的热
爱，一起表演精彩纷呈的节目，
大声喊出“我爱你，中国”。

（通讯员 颜宁 记者 何
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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