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说三年前蔡继鸣没有辞去
四川省计算机研究院副院长一职，
那么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
英国技术集团也许很难将合作的橄
榄枝抛向成都。

近日，这家国际顶尖的技术转
移公司，与成都纽瑞特医疗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纽瑞特”）在上海
签署了框架协议，未来双方将在药
物研发、生产和销售上进行战略合
作。这也是本次进博会的签约名单
中，唯一一家仍处于研发阶段、没有
产品的成都企业。

创业
平均年龄近70岁
10余位合伙人都是核领域牛人

即便在双创火热的当下，纽瑞
特的创始人团队也显得不太寻常。
除公司CEO蔡继鸣外，在这个创业
团队里，还有原中国核动力研究设
计院院长、前国际原子能机构副总
干事钱积惠，原成都同位素应用研
究所所长李茂良等一批老科学家。

10余位合伙人都是核技术领域
牛人，也同样都白发苍苍——蔡继

鸣掰着手指头算了算，团队的平均
年龄几乎达到了70岁。让这群“老伙
计”不再颐养天年，而是选择重回实
验室的理由，是立志打破国外垄断，
造出一款真正来自中国的放射性微
球原研药。

想要吃掉原研药这个“大螃蟹”，
不仅需要投入资金和时间成本，最后
究竟能否成功研发、并投入临床，仍
是未知数。创业第三年，尽管纽瑞特
仍处于研发阶段，尚未能成功研发出
一款能够应用于临床的药物，但胜利
的曙光已经临近——蔡继鸣透露说，
明年年底前，首个产品有望完成临床
前安全性评价，并计划在2020年进入
一期临床阶段，预计2023年有望投
入临床应用。

技术/
价格仅为进口药1/3
为中国人生产用得起的创新药

一个普通的玻璃瓶，在装有100
毫克白色混浊液体后，价值达到了
1.5万美元。这是海外研发的“钇-90
玻璃微球”注射液，是目前治疗肝癌
最有效的药物。另一瓶同等重量的黑

色浑浊液体是纽瑞特正在研发的
“钇-90炭微球”，蔡继鸣透露，未来
这瓶液体的价格预计是前者的三成，
即5000美元/100毫克。

在蔡继鸣随身携带的黑色背包
里，几乎每天都装着这两瓶液体。他
总是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向许多人
解释“放射性微球”治癌的过程：医
生通过导管将“放射性微球”送达癌
症病灶中的毛细血管，一方面阻断
肿瘤内的局部血流，让癌细胞的发
育受阻……

中国一直是“肝癌大国”。全球
每年新发肝癌约80万例，中国占全
球总病例的一半，在肿瘤相关死亡
率中排第三位。而在中国还没有放
射性微球药物在临床上使用，蔡继
鸣透露，一旦“钇-90炭微球”开始量
产，制作时间将缩短至2-3小时，可
以实现随时生产，成为中国人用得
起的创新药。

合作/
进博会上走了2万步
他们和英国企业签约合作

11月6日，在进博会的第二天，

蔡继鸣和两位同事搭乘飞机到上
海寻找机遇。这是中国首次举办
的进口博览会，云集了来自全球
的新产品、新科技和优质产品。这
一天，蔡继鸣和同事每人都走了2
万步。

除了参观和学习海外先进企业
和技术，纽瑞特还与英国技术集团
签下了三年之约。除了进行资金合
作外，双方将进行更深层次的合作。
蔡继鸣透露，一方面，该公司将委托
纽瑞特将现有玻璃微球在成都代工
生产，并承诺起售价不超过周边国
家市场平均水平；另一方面，一旦纽
瑞特研发的药物能够通过验证，将
由该公司帮助其在海外市场的销售
与推广。

尽管没有任何产品，但凭借着
“钇-90炭微球”等一系列自主研发
的炭微球技术，纽瑞特也获得了众
多资本的青睐。蔡继鸣说，产品用量
很小，每50-100毫克就能治疗一名
病人，1公斤即可覆盖1万至2万人。

“实现量产后，预计年治疗癌症患者
将超过4万人。”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邹悦
图据受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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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身青年催生单身经济
成都“一人食”正走俏

2018年11月13日
星期二

成都老年创业团队研发成都老年创业团队研发““放射性微球放射性微球””治肝癌治肝癌
产品还在搞，进博会上英企就下单

翻台率快且容易备餐
生意“非常好”

随着“一个食”成为一种流
行文化，商机也随之抵达。除
了方便顾客外，对普通商家而
言，“一人食”的模式究竟是赚
是亏？

一家提供“单人套餐”的商
家透露，单人模式最大的优势
是“翻台率快”，且相对容易备
餐。皇城老妈·壹小馆就是典
型的“一人食”店。据该公司总
经理孔令龙介绍，在壹小馆之
前，皇城老妈就在二环路附近
的门店设置了部分单人火锅，

“这是将四川美食进行分餐制
改革，既满足了单人消费的习
惯，同时也能承担多人同时用
餐的需求。”

记者注意到，壹小馆内既
有无对座的单人座位，还配备
了部分四人、六人桌。孔令龙
介绍，和传统大锅制的皇城老
妈门店相比，壹小馆的生意

“也非常好”。尽管没有详细数
据，孔令龙也以翻台率来形容
了壹小馆的“火”——除了每
天供不应求的菜品，每个餐位
的每餐使用频率也比传统大
锅制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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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七夕今年七夕，，走进春熙路的一家西餐厅走进春熙路的一家西餐厅，，吴心怡点了一份商家特意准备吴心怡点了一份商家特意准备
的的““单人套餐单人套餐”，”，坦然地和众多情侣同处一室坦然地和众多情侣同处一室，，享受一顿美味晚餐享受一顿美味晚餐。。这是这是2727岁岁
的她来到成都的第九年的她来到成都的第九年，，自自20132013年和异地恋的男朋友分手后年和异地恋的男朋友分手后，，吴心怡已经吴心怡已经
习惯了在情人节习惯了在情人节、、七夕节这样浪漫的节日里七夕节这样浪漫的节日里，，点一份外卖点一份外卖，，独自在家过节独自在家过节。。

从整个成都来看从整个成都来看，，吴心怡显然不是孤例吴心怡显然不是孤例。。根据淘宝去年发布的根据淘宝去年发布的《《空巢青年图鉴空巢青年图鉴》，》，成都空巢青年数达到成都空巢青年数达到
166166万万，，全国排名第五全国排名第五。。伴随着伴随着““一人食一人食””的兴起的兴起，，吴心怡这样的成都单身青年在吴心怡这样的成都单身青年在““吃吃””上越来越有归属感上越来越有归属感————
平时平时，，他们有单人菜单可供挑选他们有单人菜单可供挑选；；而到了假期而到了假期，，餐厅还会特地定制餐厅还会特地定制““单人套餐单人套餐”，”，让她和朋友聚会时能各自挑让她和朋友聚会时能各自挑
选喜欢的口味选喜欢的口味。。成都餐饮业态中成都餐饮业态中，，轻食轻食、、便捷的一人食餐饮正在走俏便捷的一人食餐饮正在走俏。。

单人菜单、单向座位
变得流行

在传统印象里，餐厅往往是呼
朋引伴、聚餐聊天的场所。像吴心怡
这样常常独自吃饭的，总会遇到各种

“尴尬”——服务员爱高喊“一位里面
请”，引起所有人的注意；由于分量偏
大，点的菜可能吃不完；一个人还时
常会遇到被拼桌、让位的情况。

单身汉小艾正是其中一人。早
年在深圳打工的他，常常因为吃饭
时无人说话，不得不速战速决。回到
成都后，爱吃火锅的他也尝试着一
个人点一桌菜，“结果肉剩了大半，
很多蔬菜几乎未动”。

小火锅的兴起解决了小艾的烦
恼。几年前，重庆小天鹅、澳门豆捞等
商家开始将火锅进行“分锅制”，即一
人一锅，提倡健康便捷的火锅体验。除
了汤锅变小了，对应的菜品及价格也
较传统大锅均价更低，“通常只有半份
量”。这意味着单品过量的问题得到
解决，小艾也可以吃到更多的菜品。

火锅之外，还有更多餐饮品类
正在谋变。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日前走访了成都多个商圈，不少
泰式、港式等成都人爱去的商家，在
工作日中午期间都推出了单人套
餐。单人套餐一般包括主食、汤品及
小吃，通常提供4-5种选择，且几乎
是商家热销产品。

便利店成为“一人食”主阵地
在成都，小小的便利店也成为“一人食”的新

场景。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在拉德方斯楼下

的全家便利店注意到，店里靠窗的一侧和门口都
安装了长条桌，凳子上来来往往坐下的不少是年
轻白领。店内工作人员表示，顾客们大多喜欢便
当和关东煮，“好些人每天一日三餐都来。”

庆云南街一条街附近，集合全家、7·11、全时
等多家便利店，一到饭点就餐区域亦是人潮涌动。
甚至在晚间10点多，仍有不少附近加班的白领前
往“一人食”，微波炉加热的盒饭、同步供应热水的
方便面，还有即食饭团、三明治、沙拉等颇受欢迎。

值得注意的是，为方便单个客人的就餐，一
些商店还专门在靠窗区域设置了单向座位，解决
了顾客吃饭时对面无人的尴尬。不过，并非所有
人都认可这样吃饭的方式。记者随机采访了多位
市民，有人称特殊的座位更突出了独自吃饭的群
体，“反而把压力放大了”。

距年底开通快了！
成蒲铁路进入运行试验阶段

成都市民们心心念念的成蒲铁路
又迎来新进展了！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昨日从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
限公司获悉，11月12日开始，成雅铁路
成都至朝阳湖段，也就是成都人口中
的成蒲铁路顺利完成了联调联试工
作，正式进入了运行试验阶段。

成蒲铁路作为成都市域快速铁路
通道，起于成都西站，终到朝阳湖站，
线路全长约98公里，设计时速为200公
里，属双线客运专线铁路。除了成都西
站是在原址改建外，全线还新建了温
江、羊马、崇州、大邑、邛崃、西来、蒲
江、朝阳湖等8个车站。

据成都局集团公司介绍，运行试
验期间，铁路部门将通过故障模拟、应
急救援演练、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和
按图模拟行车等方式，对新建线路、列
车设备进行全面综合检测，确保达到
运营条件，为年底正式开通打好基础。

同时记者了解到，成雅铁路朝阳
湖至雅安段目前也已经进入动态验收
阶段，有望与成雅铁路成都至朝阳湖
段同步开通投用。届时，从成都出发，
最快半小时就能到蒲江，1小时就能飙
到雅安。

成雅铁路的开通，将填补川西地
区的铁路网空白区域，这条铁路对改
善区域交通环境，激活沿线丰富的旅
游资源，推进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加强
客货运输交流都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届时，邛崃、温江、崇州、大邑、蒲江、名
山、雅安等多个县市不仅结束了不通
火车的历史，更打通了与省会城市连
接的“一小时”交通圈。市民通过这条
铁路不仅出行更加快捷、方便，串联丰
富旅游资源的成雅铁路也将把川西独
有的美食、美景展现在市民眼前。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尹沁彤

我市发布10月网络理政报告

油烟扰民问题受关注
12日，市大数据和电子政务管理

办公室发布10月成都市网络理政平台
运行分析报告。本月，网络理政平台累
计访问量24.3万人次；收到群众来电、
来信22万件。来电、来信量较上月小幅
下降。

在诉求排列前三的问题中，住房
保障与房地产类3.3万件，占受理总
量的14.79%，涉及新房和二手房买
卖、水电气供应等方面。市场监管类
2.2万件，占受理总量的9.80%，涉及消
费纠纷、商品质量问题等方面。环境
污染类2.1万件，占受理总量的9.54%，
涉及噪音污染、大气污染等方面。

10月的热点问题集中在三个方
面：居民用气问题、社区养老配套问
题、油烟扰民问题。冬季用气高峰来
临，全市供气压力陡增，市民反映居民
用气问题814件，涉及17个区（市）县
115个小区，主要集中在小区天然气供
气压力过低、频繁停气等方面。市民反
映社区养老配套问题28件，主要集中
在交通出行、生活照料等养老公共设
施配套和服务不完善等方面。市民反
映油烟扰民问题1282件，主要集中在
餐饮店铺、流动摊贩油烟扰民等方面。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秀明

日本消费社会学家三浦展曾表示，一个人
住的独居者，正成为商业社会主流消费者。对
此，世邦魏理仕华西区顾问及交易服务商业部
主管江南认为，“一人食”既是一个营销的好方
式，也是餐饮行业的再细分过程，“是消费升级
的体现”。

“这并非推翻了传统的餐饮格局，而是在从
前的基础上，针对消费模式、菜品种类、服务端
口和质量等进行细分。”在江南看来，“一人食”
在成都仍拥有较大市场。“这里的消费者更讲究
个性和喜好，行业以尊重消费者为前提，创造出
独立使用空间，从而满足消费者的心理需求。”

不过，也有业内人士对“一人食”的营销模
式表示担忧。“大部分只是‘换汤不换药’，在形
式上开展单人菜单这类有噱头的营销模式，但
并没有改变行业模式，消费力的刺激有限。”从
事餐饮行业已有6年时间，该人士认为目前成
都市场仍处于波动阶段，容易被“网红”等元素
影响。“未来一人食究竟如何发展，我认为仍需
等待市场考验。”

“对很多人来说，一人食是生活中唯一能
遇到陌生人的空间，同时在公共区域也能拥有
的独立空间。”吴心怡说。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邹悦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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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未来7年
将发射9颗风云卫星

记者昨日从在成都举行的第五届
风云卫星发展国际咨询会暨首届风云
卫星用户大会上获悉，截至目前，中国
已成功发射了17颗风云卫星，其中8
颗在轨稳定运行，到 2025 年，我国还
将发射9颗风云卫星。

据了解，风云卫星目前已被世界
气象组织纳入全球业务应用气象卫星
序列，同时也是空间与重大灾害国际
宪章机制下的值班卫星，为93个国家
和地区提供服务。在我国，风云卫星为
2500多家用户提供100多种卫星资料
和产品，有78个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依
靠其提供的科学数据，用户每年能有
效利用1000多条遥感监测信息。统计
显示，风云卫星已在气象、环境、海洋、
农业、水利、航天和科学研究等多方面
发挥着重要作用，取得了显著的应用
效益。

中国气象局局长刘雅鸣介绍，根
据发展规划，到 2025 年，中国还将发
射9 颗风云卫星，中国气象局和国家
航天局也将继续组织做好后续卫星
的研制、发射和在轨运行管理工作。
中国气象局将通过开通卫星数据资
源池、向行业用户提供风云卫星用户
直收站和卫星数据应用平台，以及加
强应用培训和交流等方式，不断提升
用户对风云卫星数据的获取和应用
处理能力。

据了解，此次召开首届风云卫星
用户大会，是希望搭建和完善中国气
象局与国内外用户的交流平台，更充
分了解各方对风云卫星发展的期望，
沟通对接对风云卫星数据产品的需
求，进一步加强与各方的深层次合
作，通过不断提高服务能力，改进服
务方式，促进风云卫星在各领域更广
泛应用。 据新华社

团队成员李茂良、钱积惠、蔡继鸣
（从左至右）

▲成都市民在火锅店体验“一人食” ▲部分商家为单身顾客提供存放物品的保险柜

▶针对单
身顾客商
家提供“一
人食”菜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