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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22日，《“十三五”国家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公布，明确提
出“利用增材制造等新技术，加快组织器
官修复和替代材料及植介入医疗器械产
品创新和产业化。”

看到这则新闻，湖北嘉一三维高科股
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黄西臣兴奋不已。他
说：“3D打印技术已纳入国家发展快车
道。未来人们治病，就像机器换零件，哪
里坏了，打印一个换上去。嘉一高科要抓
紧研发，将更多3D打印技术用于临床，
进军国际一流。”

3D技术，打印仿真器官

嘉一高科2012年进军3D打印行业，
生产基地落户赤壁，研发中心设在武汉。

在我省3D打印领域，嘉一高科成长
迅猛，其技术专利申请量排名全省第二，
仅次于华中科技大学。嘉一高科承担了
2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牵头研发3D打
印云平台、参与研发骨与关节个性化植入
假体增材制造，担纲起3D技术应用的

“国家实验室”。

3D打印产业链包括技术、设备、材
料、应用服务等。特别在医疗领域，3D技
术应用拥有千亿市场空间。

积累了3D打印机制造的经验后，嘉
一高科决定，由单纯做硬件卖产品，转向
做医疗应用服务、教育应用平台。

在赤壁开发区的嘉一科技园内，记者
看到两排大型打印机。车间内的展示桌
上，摆着一长排打印出的头骨、腿骨、内脏
以及其他缩小版的人体模型。“这都是医
疗打印机的杰作。”该公司副董事长李义
军笑称，这些身材高大的机器可以用聚乳
酸材料打出1.5米高、1.2米宽的骨骼，小
一点的器官更不在话下。

目前，嘉一高科已与武汉协和医院等
全国几十家医院合作建立3D数字医疗
中心，为全国近200家医院提供3D技术
服务，3D打印机成为不少医院的标配。

精准医疗，展现患病部位

3D打印，如何成为医疗好帮手？
11月，武汉协和医院与嘉一高科联

合建立的“武汉协和3D数字骨科研发中
心”揭牌。该院骨科医院院长邵增务教授
介绍，3D打印在医学上有4个层次应用：
第一是体外模拟，通过CT、磁共振等检查
后，将数据输入计算机进行处理，复制出
原始模型，以精准了解病情；第二是打印
内置物，如打印骨骼进行植入；第三是细

胞打印，目前尚处于试验阶段；第四是器
官打印，这是未来的研究方向。

嘉一高科目前的研发集中在第一和
第二层次，正着手向更高层次进军。

黄西臣说：“别小看了体外模拟。打
印模拟患病器官，既需要懂医学，又需要
三维建模知识。把影像数据翻译成打印
机读得懂的语言，这是嘉一的核心竞争力
之一。”

武汉大学口腔医院主任医师贾俊介
绍，以往看病，主要靠X光、CT、磁共振等
提供参考，但这只是平面成像，且依赖于
经验分析病灶点。3D打印模拟器官，可
直观地展现患病部位，便于手术时精准定
位，也便于讲解手术方案。“前不久，一名
荆州的女性患者眼眶下方的颌骨处长了
一个4厘米大小的肿瘤，需要在面部截断
一排颌骨和牙齿，同时从腿部取一截腓骨
安进面部，不但要牙齿生根，更要满足面
部复原。这么大的手术，以前需要好几个
医生、十几个小时。”贾俊说，现在采用3D
打印的病灶模型和手术导板，六七个小时
就可结束手术。时间省了一半，手术效果

还更好。

打印器具，减轻患者痛苦

除了打印病灶模型，嘉一还做了一件
事：打印手术辅助器具，现已在全国医院

进入应用。
比如三叉神经痛射频热凝治疗时，需

靠医生经验，在脸部大致区域反复试探穿
刺，在病人上唇感到麻木明显时，才能找
准部位进行下一步治疗，穿刺过程较长，
病人很痛苦。

嘉一高科根据患者拍的片子，研发出
一种医学导板，像口罩一样戴在脸部，准
确地进行患病部位的定位，方便医生直接
穿刺治疗。

去年11月，一名69岁的患者在武大
口腔医院首次尝试此导板，大大节约了插
针时间，减少手术并发症。

不仅是口腔外科的医用导板，外伤的
3D脚踝支架等器具，都已应用到了临床。

黄西臣说，嘉一高科已在3D技术医
疗应用领域加速超车。目前，国家重点研
发项目“骨与关节个性化植入假体增材制
造”启动。该项目由同济医院骨科主任李
锋教授担任负责人，多所高校、医院与嘉
一高科一起联合研发个性化植入假体，现
已取得突破性进展。“未来几年后，人们骨
头患病，既可用金属代替，还可采用仿生
材料，用3D技术个性定制。就像买西
服，不是人去适应尺码，而是按身材量身
定制一样，更换假体时，根据每个人不同
特性，打印独一无二的假体，让医学治疗
更精准，让每个人拥有更健康、光明的未
来。

增产扩能
上规模

日前，赤壁经济开发区内，维达力实
业（赤壁）有限公司员工正在忙着生产电
子玻璃保护面板。

由香港中南创发集团投资兴建的维
达力公司，总投资 20 亿元，占地 331 亩，
建筑面积 125000㎡，项目分三期建设。
其中，一期建设的2栋厂房、1栋研发楼已
经投入运行，生产能力达到600万片/月，
实现年产值15亿元；二期项目计划投入6
亿元，新增产能400万片/月，年产值增加
10亿元，目前正在抓紧建设中；三期项目
将于今年4月份启动。整体项目在三年
内全部建成后，年总产值可达50亿元，实
现税收1亿元。

通讯员 王莹 摄

赤壁强化督导问责

压实管党治党责任
本报讯 通讯员贺祖清、王炜报道：日前，赤壁市召开

的“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暨“主题党日+”规范化建设推进
会，并现场播放暗访专题短片，通报了7起落实管党治党责
任不力的单位。

为扎实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和“主题党日+”活
动，该市坚持从加强督导和强化问责着手，不断推进全面
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一方面由市“四大家”班子成员分
成5个工作组，围绕落实主体责任和开展“主题党日+”活
动等，开展为期1个月的督导调研，先后发现和解决问题
102条；一方面由市委主体办、市委组织部联合开展随机抽
查、巡回检查和电话询查等方式，督促全市各级党组织落
实“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和“主题党日+”活动。同时，该市

“两学一做”督导组还坚持每月深入到各基层党支部，进行
具体指导、开展巡查暗访。

去年以来，该市先后召开专题督导分析会2次，研究解
决学习教育工作存在的问题75个，收集来自基层的鲜活经
验和生动案例900多个，有力促进了“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和“主题党日+”活动的深入开展。

赤壁市公安局

法制宣传进校园
本报讯 通讯员丁为为、徐聪报道：日前，赤壁市公安

局深入该市一初级中学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活动，以进一步
帮助师生增强法律意识和安全防范意识。

为有效预防和遏制针对校园未成年人的不法侵害和
青少年违法犯罪，该局通过设置咨询台、摆放宣传展板、发
放宣传资料等方式，向广大师生宣传有关法律知识的同
时，还结合身边案例，提醒学生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增强学
生的法治观念，营造学法、知法、守法的良好氛围。

“这样的宣传，不仅让我们了解了防范电信诈骗的知
识，还掌握了应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匍匐前进，通过安全通
道逃离的安全防火知识。”一位名叫王凯的学生说。

近年来，该局坚持把法制宣传进校园，作为保护学生
合法权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断提高广大师生的法律意
识，增强自我保护能力，防止受到不法的侵害，从而为构筑
平安和谐校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赤壁市地税局

强化干部队伍建设
本报讯 通讯员但敏报道：近年来，赤壁市地税局坚持

从强化学习着手，不断提升干部队伍素质，着力打造讲政
治、讲大局、有活力、有素质的团队，有效促进了税收征管。

该局注重学习，提升干部队伍执行力。努力通过深化
政治学习教育，把学习教育同做好各项工作紧密结合；深
入开展教育培训，以老带新、一线锻炼，提升干部业务能
力。同时，坚持轮岗练兵，增强干部队伍凝聚力。通过将
岗位练兵作为提升业务素质的抓手，加大不同部门、岗位
间的交流轮换，优化队伍结构。

该局突出绩效，释放干部队伍创新力。通过稳步推行
组织绩效管理和个人绩效管理，用绩效管理倒逼工作落实。
并坚持文化引领，增加干部队伍保障力。通过广泛开展兴趣
小组、文体娱乐活动，打造地税文化阵地，凝聚正能量。

赤壁市质监局

专项检查电梯安全
本报讯 通讯员李杰、王万里报道：连日来，赤壁市质

监局在该市范围内启动电梯安全专项检查工作，查找全市
登记在册的1014部电梯安全隐患，并进行全面整改。

针对检查出来的问题，检查组要求电梯使用单位立即
整改。同时，要求各电梯使用单位进一步落实安全主体责
任，杜绝无证使用、无证操作和超检验期使用，以及拒不执
行安全监察指令等行为，督促电梯维护保养单位加强对电
梯检查维护，消除电梯安全隐患，保证电梯安全运行，保障
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全省校园文化建设百强学校出炉

赤壁二小榜上有名
本报讯 通讯员陈艺夫报道：日前，在宜昌市举行的第

八届湖北学校文化论坛传来喜讯，大会公布的全省校园文化
建设百强学校名单中，赤壁市第二实验小学榜上有名。

近年来，赤壁市第二实验小学坚持以“给孩子一个完
整的教育，让孩子拥有美丽的人生”为办学理念，立足本土
丰富的言语化遗产，以经典诵读为主线，以孝雅文化为突
破口，以“六学、六好”为抓手，大力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形
成了独具特色的校园文化特色。

“八面香”落户车埠镇
本报讯 通讯员童金璐报道：2016年12月底，计划投

资7000万元的湖北八面香食品项目在赤壁市车埠镇正式
动工建设。

位于车埠镇工业园区的八面香食品项目，主要生产现
代农业产业化深加工食品。项目建成后，将作为华中地区
最大规模的鹰嘴豆种植和深加工基地，实现年产值达
12000万元，直接带动300余名劳动力就业。

近年来，车埠镇党委、政府围绕优化发展环境、安商稳
商富商的工作目标，积极开展招商引资工作，不断提升服
务企业水平，帮助企业减少运行成本。2016年，全镇共签
约3个工业项目，投产3家企业，新增规模企业2家，预计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可达42.57亿元。

本报讯 通讯员熊斌斌报道：2016
年 12月 28日晚，由赤壁市委宣传部主
办、文体广新局承办的“唱响赤壁”原创歌
曲演唱比赛落下帷幕，赤壁市民在“家门
口”享受了一场独具特色的视听盛宴。

演唱会上，赤壁原创音乐作品《羊

楼洞 青茶砖》、《陆水情歌》、《梦回赤
壁》等，不仅歌词温暖、音乐质朴，而且
演唱者声情并茂，散发出浓烈的地方
特色。

经过两个半小时紧张激烈的角逐，来
自华师大音乐学院的赤壁籍选手刘香坪

从11组参赛者中脱颖而出，获得冠军。
据了解，此次“唱响赤壁”原创歌曲演

唱比赛，旨在展示赤壁原创音乐作品，发
现和培养音乐人才，提升文化赤壁的影响
力和知名度。

组委会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比赛的

成功举办，既锻炼和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原
创音乐爱好者，展示了赤壁市广大音乐爱
好者多才多艺、团结创新、锐意进取、蓬勃
向上的精神风貌，同时又丰富了城乡群众
的精神文化生活，推动了全市精神文明建
设。

“唱响赤壁”原创歌曲演唱比赛举行

本报讯 通讯员申鸣报道：日前，赤
壁市蒲圻办事处居民任某因拒不执行法
院判决裁定，经赤壁市人民法院开庭审
理，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成为赤
壁市因赖账而被判刑的第一人。

原来，2011年9月至2012年3月期
间，任某分别向居民宋某、鲍某等3人借
得人民币共计20万元整。后宋某等3人
虽多次讨要，但任某却拒不归还。2014
年11月，宋某等3人便向赤壁市人民法
院提起民事诉讼。经法院开庭审理，判
决任某偿还宋某、鲍某等3人借款共计

20万元。
判决书下达后，任某置若罔闻，并于

2015年1月3日，将自己名下的小产权
房以34.6万元出卖后，迅速将房款提现、
转移，拒不履行法院生效判决。

法院审理认为，任某对法院的判决
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
行，情节严重，其行为
已构成拒不执行判决
裁定罪，依法对其判
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
月。

本报讯 通讯员贺祖清、邹小山报
道：日前，赤壁市蒲圻办事处华舟社区党
总支传出一段佳话，该党总支党员朱德
厚因远在外地探亲，不能按时参加所在
支部当月开展的“主题党日+”活动，没想
到其在家的老伴却特地到场，帮他缴交

了当月党费。
现年71岁的朱德

厚，是1965年12月入
党的老党员。前不久
回山东老家探亲，没
有办法及时赶回来参

加支部开展的“主题党日+”活动，便委托
自己的老伴杨老太太代他交党费，领取
学习资料，记录活动要求。

为了及时准确地了解“主题党日+”
活动的全过程，经参加活动的全体党员
同意，杨老太太被特许列席了当天的“主
题党日+”活动，代表老朱记录每一项学
习内容，并开展自我批评。

朱德厚这一强烈的党员责任感，深
深地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位党员，大家一
致表示，一定要认真履行党员职责，积极
参加支部的组织活动。

借人钱财拒不还
赤壁法院判处一“老赖”徒刑

外出探亲回不来
华舟社区一老太代夫缴交党费

在赤壁市经济开发区，有家为全国近200家医院提供仿制器官、模拟

病灶，以减轻病人痛苦的高新技术企业——

嘉一高科：3D医疗“打印”健康
湖北日报记者 范步 江萌 本报特约记者 童金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