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州亚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破产重整案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公告

兹决定召开常州亚盟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公告
如下：

一、会议时间：2019年4月27日
上午9：00（请提前1小时安检后入
场）。

二、会议内容：管理人报告第一次
债权人会议之后开展的破产重整工作
内容，审议并表决重整计划（草案）等
事项。

三、会议地点：武进区西湖街道办
事处（地址：常州市武进经开区稻香路
2号）。

四、考虑会场可容纳参会人员有
限，每户债权人仅限一人参加会议。

常州亚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三日

因政府组织实施的医疗卫生等公共事业的需要，依据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及《常州市国有土地上
房屋征收与补偿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决定对红梅街道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改扩建项目征收范围内的房屋实施征收。

一、征收范围：东至红梅假日花苑，南至竹林南路，西至
现状红梅医院，北至现状道路（征收范围图详见现场公示）。

二、启征日期：本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起。
三、房屋征收部门：常州市天宁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监督电话：69661211）。
四、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常州市天宁区红梅街道房屋征

收与补偿服务中心。
五、征收补偿方案：详见现场公示。
被征收人如对本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本决定公告之日

起60日内向常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本决
定公告之日起6个月内向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019年4月18日

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政府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公告

常天征〔2019〕7号

一、招标条件：本招标项目91079部队办
公楼及宿舍新建工程勘察设计工作具备招
标条件，先对该工程勘察设计单位选取进行
邀请招标，实行资格后审。

二、项目概括与招标范围：1.工程名称：
91079部队办公楼及宿舍新建工程。2.
工程地点：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罗溪镇
机场部队。3.工程投资：办公楼 2715平
方米，宿舍 1280平方米，并配套附属，约
1180万元。4.工程招标范围：土建施工
图（建筑、结构、给排水、电气、消防）；
室外道路管线（道路、管线综合、雨污
水、给水、消防、供电管线）；装饰装修
及施工图设计；景观方案及施工图设
计；本工程岩土工程勘察，提供有效、完
整的勘察报告。

三、投标单位资格要求：1.同时具备：①
设计单位必须具备工程设计综合甲级或工

程设计建筑行业甲级或工程设计建筑专业
甲级；②工程勘察综合类甲级或工程勘察
专业（岩土工程）乙级及以上；2.项目负责人
必须具备一级注册建筑师；3.投标人必须具
备独立法人资格并同时持有国家住建部核
发的以上资质；4.本次招标接受设计单位和
勘察单位组成联合体投标。应满足下列要
求：①必须确定工程设计单位为联合体投
标的主办单位且报名项目负责人必须为主
办单位的项目负责人。如出现一家联合体
协办单位同时与两家及以上联合体主办单
位组成联合体情况，取消所有涉及的联合
体主办单位的投标资格；②联合体协办单
位的勘察单位配备的负责人（国家注册岩
土工程师）及其他人员必须写入联合体协
议中。5.被有关部门暂停投标资格并在暂
停期内的单位不得参加本次投标。

四、投标文件的递交：凡有意参加投标

者，请于2019年4月26日上午8:00时至11:00
时，下午2:30至5:00时（北京时间），递交投标
报名文件，投标报名文件含投标单位介绍
信、投标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资质证书复
印件、安全生产许可证复印件、项目管理机
构组成表（以上文件均需加盖单位公章）。
项目负责人一级注册建筑师证书。

五、投标单位的确定：通过常州日报刊
登招标报名公告，经资格后审后，向合格报
名单位发布投标邀请函及招标文件，其余单
位不再具备参加该项目投标资格。

六、联系方式：
招标人：中国人民解放军91079部队
地 址：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罗溪镇

拥军路1号
联系人：胡灿 电话：15161180599

91079部队
2019年4月23日

91079部队办公楼及宿舍新建工程
勘察设计单位招标报名公告

科普旅游科普旅游

科技热点科技热点

A4
2019年4月23日 星期二

要闻一部主办 编辑:姜小莉科海导航

科技前沿科技前沿

每月28日——创业路演日
免费路演、权威指导、投融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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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稿请寄：
大庙弄32号常州市科学技术协会办公室
邮编：213003
电子邮箱：czkxbgs@163.com
网址：kx.changzhou.gov.cn

常州日报与常州市科学技术协会联办

近日，中科院空天信息研究院联
合载荷研制单位中科院安徽光学精密
机械研究所等科研机构，基于高分五
号卫星上搭载的多角度偏振成像仪

（DPC），获得了首幅全球3.3公里空间
尺 度 的 细 粒 子 气 溶 胶 光 学 厚 度

（AODf）分布图。这是国际上目前空
间分辨率最高的 AODf 遥感观测数据
集，可为大气主要污染成分（PM2.5等）
的空间信息获取提供关键基础产品。

高分五号卫星于 2018 年 5 月 9
日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搭
载有多角度偏振成像仪等六台先进载
荷，是我国高分卫星系列中的环境监
测旗舰卫星。DPC 是我国首个具有
多谱段（覆盖可见光至近红外）、多角
度（9-12个角度成像）、偏振（探测3个

偏振分量）的星载宽视场成像仪（幅宽
1850 公里），具有探测气溶胶、云、水汽
等大气成分信息的专用通道，同时兼顾
陆地和海洋环境的探测能力。

DPC 可为全球大气污染状况的快
速监测提供空间遥感观测数据，所获取
的气溶胶参数可用于监测大气细颗粒污
染物分布、来源、成分及传输信息等。从
全球范围看，DPC 获得的 AODf 高值区
与全球环境空气污染重点区域的空间分
布基本吻合，低值则主要分布于大气较
清洁的地区，例如北美、欧洲、澳洲等。

成果亮点一：高空间分辨
率细粒子气溶胶光学厚度卫
星遥感反演

DPC 星下点空间分辨率 3.3 公里，
是国际上目前在轨空间分辨率最高的星
载多角度偏振成像传感器。空天信息研
究院国家环境保护卫星遥感重点实验室
研究团队针对 DPC 传感器独特的偏振

探测机理和多角度成像特点，突破了高
分辨率偏振地表双向反射（BPDF）解析、
气溶胶多参数最优化估计反演（OE）等
关键技术，攻克了全球适用的细粒子气
溶胶模型，研发完成了适配国产高分卫
星的先进气溶胶产品生产系统。

获得的AODf数据是目前全球空间
分辨率最高的细粒子气溶胶光学厚度卫
星遥感产品，比国际上同类卫星（法国
POLDER/PARASOL）数据产品提高约6
倍，能够更清晰显示出污染分布的局地细
节特征，支持区域污染精细管控、重点城
市污染传输通道监测、污染物溯源等环保
业务对高空间分辨率遥感数据的需求。

成果亮点二：在轨持续监
测全球大气细粒子气溶胶含
量变化

作为目前唯一在轨的星载多角度偏
振成像对地传感器，DPC 延续了在环境
生态、气候变化等方面至关重要的全球

大气细粒子气溶胶卫星传感器阵列。从
较长时间跨度（2018 年对比 2011 年）的
全球重点区域 AODf 对比可以看出，中
国东部地区的污染程度，比 2011 年 11
月的峰值状况有显著改善，特别是东南
沿海区域有显著的降低；但中国北方地
区的细粒子气溶胶含量仍然较高，有待
进一步控制和改善。相比之下，全球另
一个重点污染区域——印度，则呈现了
显著的污染增长态势，反映了其工农业
排放增多等人为活动加剧的特点。此
外，非洲中部地区的污染状况也较2011
年有显著的增强，但与经济快速增长区
域不同，该区域 AODf 的变化主要受自
然生物质燃烧、森林破坏等因素影响。

成果亮点三：大气污染细
颗粒物关键参数卫星获取

研究团队针对 PM2.5 遥感估算等
重大需求，通过在反演算法中增加细粒
子截断模块等适用性功能，进一步提高

卫星产品与 PM2.5 的相关性，同时依托
国家环境保护卫星遥感重点实验室、遥
感卫星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等平台开展
大量真实性检验和验证。

全 球 范 围 内 215 个 地 基 站 点 的
AODf 同步验证数据显示，DPC 卫星遥
感结果与地基观测具有较好的一致性，
反映了该算法的全球适用性和稳定性。
同时，北京地区 PM2.5 地面测站数据联
合 分 析 显 示 ，卫 星 遥 感 的 AODf 与
PM2.5 浓度具有较好的相关性，显示了
DPC 应用于大气污染细颗粒物 PM2.5
定量估算的良好潜力。但应注意，卫星
AODf 是整层大气中细粒子的光学等效
总 量 ，而 与 环 境 和 人 体 健 康 相 关 的
PM2.5 特指近地面层的细粒子质量浓

度 ，从 卫 星 观 测 AODf 估 算 近 地 面
PM2.5仍有大量的研究工作正在开展。

细粒子气溶胶光学厚度是卫星遥感
直接获取近地面PM2.5浓度的重要中间
环节和关键参数，该技术的突破为卫星遥
感用于PM2.5全国统一评价、空间覆盖监
测、污染损失复核复算、污染源清单编制
等业务应用和科学研究提供重要科技支
撑，也为我国发展下一代先进细颗粒物卫
星传感器奠定了坚实基础。相关工作得
到了国防科工局重大专项工程中心、中国
资源卫星应用中心、生态环境部卫星环境
应用中心、国家卫星气象中心、上海航天
技术研究院、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等单位
和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协助。
来源：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研究院网站

高分五号卫星获得首幅全球高分辨率
细粒子气溶胶光学厚度分布图

当前，影像技术在疾病诊治中具
有重要作用。PET，又称正电子发射
型计算机断层现显像，是目前国际上
最先进的分子影像学诊断技术。4 月
8 日，浙江大学对外发布，该校核医学
与分子影像研究所张宏教授团队历

时12年，成功研制国内首套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 PET 分子影像探针微流模块
化集成合成系统。

据介绍，这项研究成果不仅极大拓
展了个体化、精准医疗的 PET 临床应
用，还可以为相关新药研发发挥重要支
撑作用，对我国抢占该领域的科学研究
制高点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记者从现场了解到，目前研制成功的
样机，具有低成本、多模块，快合成、自动
化等特点，采用微流控芯片模块化策略，
在一台仪器上就可以合成不同的PET分
子影像探针。

PET探针，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在 PET 检查过程中，扫描前需要先
给病人注射一种放射性制剂，从它们所
参与的代谢过程，测定肌体内各种组织
器官及细胞代谢的生化改变、基因表

达、受体功能等信息，实现对肿瘤、心血
管及神经精神等重要疾病的精准治疗。

在 PET 技术中，分子影像探针是关
键。通常情况下，分子影像探针是一种
特异性的显像剂，其中发挥信号作用的
是放射性核素。这些放射性核素就像

“侦查兵”，通过与病灶上的特定受体等
相结合，一路释放信号留下“蛛丝马迹”，
帮助医生和科研人员找到病灶的位置。

就像一把钥匙开一把锁，采用 PET
对不同疾病进行诊断，需要采用不同的
分子影像探针。目前，国际上已经有这
类分子影像探针100余种。

然而，要合成不同的分子影像探
针，需要依托于 PET 分子影像探针合成
设备。目前，我国的分子影像探针合成
设备基本上是单一设备合成单一探针，
严重滞后于临床应用和研究的速度，且
长期依靠国外进口。因此，研发出一种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PET 分子影像探
针合成系统具有迫切需求。

微流控，让化学合成在一
根“头发丝”里进行

说到化学合成，你可能会想到实验
室内的瓶瓶罐罐。微流控技术就是把瓶
瓶罐罐放到微流控芯片的微通道网络
中，让不同液体在其中实现化学反应。

张宏团队用石英设计出一款特殊
的微流控芯片，仅有两张名片大小，里
面却大有乾坤，能实现快速反应和微量
探针的合成。

团队成员、浙江大学化学系特聘副
研究员潘建章介绍，他们采用的微流控
芯片结构，使其在容纳流体的有效结构

（包括通道、反应室和其他功能部件）中，
至少在1个维度上为微米级，“通常微通
道宽度和深度为 10 到 500微米，最小的
通道内径比一根头发丝还要细。”

12 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课题组
将微流控芯片迭代为涵盖微泵、微储液
器、连接微管、微混合器、微分离纯化柱的
以微流控芯片反应器为主的合成系统。

记者在现场看到了目前的样机，外
形为一个长 35 厘米、宽 25 厘米、高 28

厘米的黑盒子，并配备了一个外置显示
器，重 7 到 8 千克。“它能在线控制 PET
分子影响探针的化学纯度和放射化学
纯度，易于在我国各医院和研究机构大
规模推广和应用，有良好的产业化和市
场需求。”张宏表示。

模块化，像换磁带一样便
捷合成不同分子影像探针

张宏团队研制的微流控芯片反应
器，能合成不同的分子探针。根据不同探
针的合成反应需要，他们研究出不同的微

流控芯片反应器。通过自动控制的通道
切换，就能把不同试剂通入反应芯片。

因此，一旦芯片插入仪器，需要什么
试剂，就像在饮料机上选饮料，能够根据
需求对接。也就是说，针对不同分子影
像探针制造，通过更换微流控芯片即可
实现，而不必更换整个系统或者设备。
每一个芯片就像一盘磁带，插上不同磁
带可以播放出不同歌曲，插上不同的芯
片就能获得不同的探针。

张宏团队还通过系统化集成研究，
构建了微流控合成仪主机控制系统，实

现了全自动远程控
制，只需要在电脑上
选择配置方案，便可
一键合成所需分子
影像探针。

目前，该项目已
形成 9 项重要专利，
并 且 在 放 射 量 、制
备时间、前体量、溶
剂 消 耗 量 、功 率 消
耗 、设 备 成 本 等 关
键 能 耗 指 标 上 ，较
现有设备降低 62%
至 98%。

相 关 科 研 工 作
受到国家科技支撑
计划和国家基金委
科学仪器基础研究
专项支持。

来源：浙江在线

PET探针合成新设备为精准医疗提供新路径

5 月，让我们相“惠”平桥石坝
和大石山，感受溧阳的春光烂漫和
诗情画意吧。

平桥石坝位于溧阳市天目湖镇
平桥村东南约1.5公里，它是中国最
大的非钢筋混凝土水库大坝，亚洲最
大的浆砌石拱坝。其宽122米，高24
米，由无数块整齐的长方形山石浆砌
而成，具有防洪抗旱、灌溉农田、水力

发电等作用。溧阳市大石山旅游农
庄位于溧阳市西郊大石山风景区内，
园内有仿古木屋、花海、玫瑰园欧式
风情园等，外景花海占地面积达500
亩，花开时节，令人留连忘返。

5 月份共组织 4 次科普游，11
日、12 日两批面向社会，有兴趣参
加的市民可到青旅各门店现场报
名，18 日、19 日两批面向指定社区

（村），市民可在社区报名，每次旅游
限定人数为100名。每位市民仅需
支付30元午餐费，其余费用均由市
科协承担。

市科协5月份科普游线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