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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女婴，2020年 10月 6
日出生，2021年 5月 4日发
现被遗弃在慈溪市坎墩街道
坎西村福源41号，捡拾时裹
着白色的抱裙，穿着白色的
格子内衣，抱裙里还有出生

年月纸条一张。弃婴的亲生父母或其他
监护人，自公告之日起 60天内，持有
关证件和证明材料到慈溪市社会福利院
认领，逾期未认领的，视为查找不到生
父母的弃婴和儿童。

慈溪市民政局2021年11月25日

查找弃婴（儿童）生父母公告
（第020号）

遗 失
余兰芬遗失浙江省医

疗住院收费票据一张，号

码：0631946189，声明遗

失。

周梅云遗失宁波市第

六医院发票一张，号码：

201119212，声明遗失。

启 事

某女婴，2021年 5月 14
日出生，2021年5月19日发
现被遗弃在慈溪市观海卫镇
新泽村小公园，捡拾时用粉
红色的襁褓包裹着。弃婴的

亲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自公告之日起
60天内，持有关证件和证明材料到慈溪
市社会福利院认领，逾期未认领的，视
为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

慈溪市民政局
2021年11月25日

查找弃婴（儿童）生父母公告
（第021号）欢迎刊登

分类广告

本分中心受慈溪市坎墩街道坎东股份经济合作社
委托，将对坎墩街道坎东股份经济合作社位于坎墩街
道东五灶南路178号的办公场所房屋的三年承租权进
行公开竞价。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标的概况
该房屋位于坎墩街道东五灶南路 178 号，约

1601.2㎡，招租范围为三产、商铺、办公（工业厂房
和娱乐等除外）。标的面积如与实际存在差异，均以
实际为准，标的低价 36.8万元/年，标的租赁起止日
期：三年。

二、报名时间及地点
1.报名时间：2021年11月25日至11月29日上午

800-1100，下午130-430。
2.报名地点：坎墩街道办事处 5楼 504室。联系

人：陈女士，联系电话：63276506。
三、竞租登记
有意参加的竞租人请于报名时限前携带有效证件

及保证金（不计息）到坎墩街道办事处 5楼 504室办

理登记手续。公民应提供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法人
或其他组织应提供单位介绍信、营业执照、法定代表
人或负责人资格证明和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件，如委
托代办的还应提供法人授权委托书及代理人的身份证
件。

四、看样时间：2021年 11月 29日 （工作日时
间）；联系人：赵孟君，联系电话：13706748889。

五、竞价时间及地点：2021 年 12 月 9 日下午
230开始在慈溪市坎墩街道办事处5楼会议室。

六、本次竞价采用增价应价方式进行。竞租者须
于 2021年 12月 9日下午 230前到慈溪市坎墩街道办
事处5楼会议室进行签到登记，否则视作自动放弃竞
价资格。

本次房产公开竞价租赁由慈溪市坎墩街道公共资
源交易管理办公室监管，电话：63276513。

标的详细信息及具体竞租规定可来本中心咨询。
慈溪市坎墩街道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二○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坎墩街道坎东村东五灶南路178号房屋租赁竞价公告

兹定于 2021年 11月 25日开始十日内在建设现场、宁
波杭州湾新区（网址：http://www.hzw.gov.cn/）公示慈溪市
庵东镇元祥股份经济合作社慈溪市庵东镇元祥村农贸市场改
造工程方案。拟公示的建设项目地址为：庵东镇七二三大街
西，庙后路南。新区分局联系电话：89388771、89388770。

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杭州湾新区分局
二○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规划公示

新华社巴黎11月24日电（记者 陈晨）根据世
界卫生组织官方网站的疫情统计数据，截至23日，欧
洲地区过去 7天内新增新冠确诊病例 2530231例，新
增死亡病例29466例。

自 11 月以来，欧洲再次成为全球疫情的“震
中”，多个国家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居高不下。各国纷
纷重拾或加强防疫举措，但趋严趋紧的防疫措施在荷
兰、奥地利、比利时等国引发了不同程度的抗议活
动，这进一步增加了病毒传播的风险，使欧洲防疫之
路变得更加艰难。

疫情反复
世卫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23日发表声明说，该组

织欧洲区域过去一周报告的日均新增新冠死亡病例接
近 4200例，比 9月底时的数据增加一倍。截至目前，
该区域53个国家的累计新冠死亡病例超过150万例。

声明说，当前新冠病毒已成为欧洲区域的“头号
致死原因”。预计从现在到明年3月1日，区域内25个
国家的医院床位将面临高度或极度压力，49个国家的
重症监护室将面临高度或极度压力。根据模型推演，
明年春季该区域累计新冠死亡病例可能超过220万例。

德国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23日发布的数
据显示，德国7天感染率创疫情暴发以来新高，每10
万人新增确诊病例达到 399.8例。法国截至 22日的 7
天日均确诊病例大约1.85万例，创今年8月27日以来
新高。法国总理卡斯泰当日新冠病毒检测结果也呈阳
性。英国 21日报告新增确诊病例 40004例，最近 7天
累计确诊287205例，比前一周增加9.4%。

世卫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认为，造成该区域当前
疫情形势的主要原因包括：具有高传染性的德尔塔毒
株成为该区域蔓延的主要新冠病毒；一些国家认为新
冠疫情不再是“紧急威胁”并解除了“口罩令”和保
持社交距离等防疫措施；随着天气变冷，人们在室内
活动增加；很多人仍未接种疫苗，而且已接种疫苗的
防护作用在逐渐降低。

防疫加码

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欧洲各国纷纷加强防疫措
施，并加快推进疫苗接种工作。奥地利22日起实施全国
性“封禁”，成为西欧首个再次全国“封禁”的国家。奥
地利还将成为欧盟第一个实行强制性疫苗接种的国家，
该国政府日前宣布，从明年2月起实行强制性疫苗接种。

德国卫生部长延斯·施潘 23日说，德国疫情变得
“剧烈”，需要采取更多防疫限制措施，不排除需实施
“封禁”。德国巴伐利亚州和萨克森州均宣布取消“圣诞
市场”这一传统节庆集市活动。黑森州则宣布，未来只
有接种新冠疫苗者和康复患者可进入餐馆、体育场馆或
文化机构的室内区域。

匈牙利从22日开始在全国开展疫苗接种周活动，所
有人无须注册或预约即可在指定的疫苗接种点接种。希
腊政府则从本周起实施更多限制未接种疫苗者的措施。

世卫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主任克卢格呼吁各国采取
“疫苗+”的方法，即在完全接种的情况下尽可能接种疫
苗加强针，在日常生活中继续采取戴口罩、勤洗手、室
内通风、保持社交距离等防疫措施。

难上加难
趋严趋紧的防疫措施在欧洲多国尚未取得明显成

效，却引发了多起抗议活动。医学专家指出，相关活动
中人员聚集增加了传染风险，这将令欧洲抗疫难上加
难。

19日晚，荷兰鹿特丹发生反对防疫措施的抗议活
动，警方随即在该市中心实施紧急状态，禁止人员在中
央车站附近停留。海牙、恩斯赫德、格罗宁根等荷兰城
市 20日和 21日晚也发生暴力抗议活动。警方在恩斯赫
德和格罗宁根逮捕多人，并宣布在这两地实施紧急状
态。

20日，数千人在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市中心抗
议。奥地利首都维也纳20日也爆发大规模抗议游行，约
4万人走上街头，反对强制性接种疫苗；21日，比利时
首都布鲁塞尔超过 3.5万人抗议当局“限制自由”的新
防疫措施，其后抗议活动更变为大规模骚乱。

法国卫生和医学研究所专家、巴黎比沙医院传染病
科负责人亚兹丹帕纳赫指出，抗议活动导致的人群聚
集，对于防疫而言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其中存在诸多

“重要风险因素”。抗议者在高喊口号时呼出的飞沫有可
能携带病毒。

对于防疫措施，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达娜·斯皮南特
说：“就人性而言，伴随了我们两年的限制措施肯定是
令人疲倦，但我们必须团结一致遵守防疫规定，这很重
要，这才是走出疫情的出路。”

疫情再反复 欧洲陷两难

新华社上海11月24
日电（记者 朱翃）长三
角沪苏浙皖四地公安机关
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
践活动中又推出一项便民
服务举措。记者从上海市
公安局获悉，即日起，长
三角区域户籍居民可在实
际居住地公安机关申请办
理新生儿入户，不再需要
在实际居住地和入户地之
间来回奔波。

据介绍，在上海市和
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
全域内出生并取得出生医
学证明，父母双方或一方
为四地户籍居民，随父或
随母在长三角区域家庭户
内申报出生登记的新生
儿，其父（母）可在实际
居住地向公安机关提出跨
省 （市） 新生儿入户申

请，符合办理条件的，即可
签署《长三角跨省（市）新
生儿入户承诺书》，留存邮
寄信息及联系方式并提交
办理材料原件，主要包括：
新生儿父母居民身份证；新
生儿父母居民户口簿；新生
儿父或母结婚证；新生儿出
生医学证明等相关证明材
料。

据悉，上海公安机关将
在相关技术支持完成后，以

“当场打印”替代“缴旧寄
新”，即由实际居住地公安
机关直接在原户口簿上打印
新生儿户口信息页，不再收
缴旧户口簿后邮寄新户口
簿，真正实现长三角区域新
生儿跨省（市）入户全面信
息化办理，也为后续在全国
范围内实现“跨省通办”打
下基础。

长三角沪苏浙皖

新生儿入户实现
跨省（市）通办

新华社广州 11 月 24 日电
（记者 马晓澄）庄建医生是广
东省人民医院心血管医学 3D打
印实验室主任。在进行先天性心
脏病手术前，他和团队可以把病
人心脏模型打印出来，缩减手术
判断时间、提升治疗效果。目
前，他已经将 3D打印技术应用
于数百例病人的术前规划。

顾名思义，3D打印技术不
是用油墨在纸张上打印内容，而
是在三维空间里逐层打印出立体
的东西。这一新兴技术正加速在
我国医疗领域应用，落地场景日
渐广泛。“新华视点”记者了解
到，包括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北
京积水潭医院、南方医科大学第
三附属医院等在内的多家医院，
已将其运用于术前规划、手术导
板、人体植入等。

3D 打印技术已在
多家医院运用

3D打印也称增材制造，是
指基于数字模型，在三维方向逐
点、逐线、逐层堆积，将材料制
造出立体实体构件，是一种创新
性制造技术。目前，全球已经发
展出金属3D打印、高分子3D打
印、陶瓷3D打印以及生物3D打
印技术。

据悉，全国多个医院已有
3D打印技术应用的案例。如北

京大学第三医院、北京积水潭医
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
九人民医院、浙江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广东省人民医院、南方医
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等。

根据难度和深度，3D打印
技术在医疗上的运用可分四个层
面：术前规划和提前演练、手术
导板和康复支架、骨科匹配和人
体植入、活体器官打印。目前活
体器官打印全球都处于初步探索
中，前三个在我国均有不同程度
的应用。

在术前规划和提前演练方
面，南方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教
授、广东省医学生物力学重点实
验室主任黄文华介绍，传统的
CT、MRI 等影像学检查结果出
来的是二维数据，有经验的医生
有时对一些复杂案例也难以准确
把握。利用数据打印出 3D实体
模型，可以让医生直观、立体地
了解病变局部解剖关系。

以先天性心脏病手术为例，
每个病人的情况都不同，以往整
台手术三分之一的时间医生要观
察和判断病情，在把握不准的情
况下还要请其他医生会诊。利用
3D打印技术，可以在术前把病
人心脏模型打印出来，提前做好
手术规划。

“从病情诊断到手术规划，
再到手术当中参照，3D打印技
术对医生有很大帮助，也缩短了

手术时间，提高了治疗成功
率。”庄建说。

在手术导板和康复支架方
面，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院长、广东省骨科研究院运动医
学研究所所长蔡道章介绍，严重
畸形病人的手术定位困难，可通
过 3D打印出手术导板以指导精
准手术。对骨缺损的病例，可
3D 打印出个性化材料修复缺
损，使假体固定更加稳定。

黄文华表示，3D打印技术
在骨科内植入物的应用比较突
出。它可以根据不同骨骼特征定
制个性化植入物，从而避免标准
化骨科植入物难以与患者高度贴
合、容易造成植入物功能受限、
生物力学效果不佳和使用寿命偏
短等问题。

大规模应用尚存诸
多瓶颈

受访人士表示，虽然近些年
3D打印在医疗行业的运用加速，
但在技术成熟度、社会认知度、
价格接受度等方面都有待提高。

黄文华介绍，3D打印在材
料多样性上还需要进一步改进，
目标是打印出来的器官模型尽量
能“拟人化”，包括材质、手感
等多方面要尽量接近人体组织。

蔡道章表示，3D打印骨骼
在生物力学方面的表现还是比不

上锻造的。“一些关节面部位无
法用 3D技术打印出来。人体一
些不会磨损的地方可以用 3D打
印出来，但是会磨损的部分还是
使用锻造的。”

3D 打印过程包括影像处
理、物体打印等需要相对较长时
间，一些情况紧急的病人往往来
不及使用，因此技术在及时性方
面还需要提升。

研发 3D打印设备及应用的
珠海赛纳数字医疗技术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尹新立表示，目前，很
多医生不了解彩色多材料软硬3D
打印技术如何运用于医疗中，在
大城市的医院认可度较高，而基
层医院的医生了解还不多。

此外，受访人士表示，由于
3D打印是个性化定制产品，因
此价格相对其他治疗方式高，这
也制约了这项技术更快推广。庄
建介绍，在广东省人民医院打印
心脏模型，建模需要 2900 元，
打印出来总共需要5900元。

一些省份已经出台了关于3D
打印技术的收费标准。庄建表示，
只有让成本进一步下降，才会让
更多病人使用起来没有后顾之忧。

专家建议加大研
发，加强人才培养

全球医生组织中国总代表时
占祥介绍，3D打印技术和产品

在全球已广泛应用于临床领域，
如骨科、儿科、心胸外科、血管
外科、放射科和肿瘤科等。行业
预测几年内 3D 打印技术在硬
件、服务和材料方面将迎来市场
大爆发。

多位业内人士建议，加大科
研投入和人才培养力度，推动3D
打印技术在医疗行业的广泛运用。

黄文华表示，现在 3D打印
迫切需要解决一系列前沿基础科
学问题，比如植入物的生物力学
问题，可避免人体产生免疫排斥
反应的材料问题。从长远来看，
提高打印出来的活体器官的存活
率以及器官功能等，都需要进一
步加强科研攻关。

蔡道章表示，人体的骨骼、
关节和韧带，实质都是某种特殊
材料，这些部位发生缺损都需要
用相应材质的东西去修复，科学
家应重视对材料的研究。

此外，人才培养和培训也至
关重要。黄文华表示，应该鼓励
高校通过选修、讲座等方式，让
更多人增加对 3D打印技术应用
于医疗的了解。

受访人士建议，更多地方应
制定 3D打印的收费标准，同时
加大宣传，让更多医生和患者了
解这项技术，搭建大医院和基层
医院的交流合作平台，带动更多
医院使用 3D打印技术，造福更
多患者。

我国多家医院正加速
“3D打印技术+医疗”落地！

将给患者带来哪些利好？

兹定于 2021年 11月 25日开始十日内在建设现

场、慈溪市信息公开网（网址：http://www.cixi.gov.
cn/col/col1229041778/index.html）公示宁波宇洪轴承

有限公司建设 4#厂房项目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的相关资料。拟建设地点为：横河镇彭南村。

市行政服务中心自然资源和规划窗口联系电话：

63961810、63961747（上午 8:00-11:30，下午 1:30-
4:30，节假日除外）。

慈溪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二○二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规划公示

11月 24日，在江西省南
昌市西湖区桃花镇河畔社区爱
心餐厅，社区居民在就餐。江
西省南昌市西湖区桃花镇河畔
社区管辖着南昌市低保户集中
居住的廉租房小区，其中孤寡
老人、半自理和无自理能力残
疾人员较多，生活上缺少照
料，特别是做饭难和买菜难问
题突出。近年来，桃花镇全额
出资打造爱心餐厅，在社区登
记的困难群众每天可以到爱心
餐厅免费领取午餐和晚餐，解
决了困难群众做饭难问题。

■新华社发

“爱心餐厅”
为社区困难
群体送爱心

这是11月22日在法国巴黎佳士得拍卖行拍摄的爱
因斯坦含相对论内容手稿。佳士得拍卖行 23日在法国
巴黎拍出一份包含已故著名科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广义相对论内容的计算手稿，加上佣金等费用的总成交
价高达1338.3万欧元。这份罕见手稿共有54页，包含相
对论的准备工作，是爱因斯坦和同事兼好友、瑞士工程
师米歇尔·贝索 1913年 6月至 1914年年初在瑞士苏黎
世写成。其中26页出自爱因斯坦之手，25页出自贝索之
手，另有3页为二人共同书写。

■新华社发

爱因斯坦含相对论内容手稿
拍出逾1300万欧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