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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军”作战
提升诊治水平

“胎儿发育很好。”8月 16日，在郑大三附
院生殖医学科，33岁的刘女士听到大夫这句
话，眼窝一热，泪水瞬间滑落。

结婚 10年未孕的她，求医无数，一度放弃
了养育新生命的梦想。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刘女士来到郑大三附院生殖医学科，找到了
管一春。经过认真了解患者病史、全面评估
身心状况，管一春收治了几近崩溃的她。

这是一场多学科的紧密配合与协同作
战——针对刘女士个人体质，生殖医学科的中
医团队率先入手，用中药治疗、调经促孕丸十
三针、温针灸等特色中医手段，全面调节身体
机能；遗传团队与免疫团队全面筛查基因情
况，采用最适合、最有效的技术为刘女士治疗；
心理团队全程干预，在不断沟通中，为刘女士
在主观上重建了战胜不孕的心理预期……

生殖医学科在所有医学亚专科中，是一门
多学科协同作战、交叉融合的复杂性学科，涉
及基础医学中的“发育学”、实验医学中的“遗
传学”、临床医学中的“妇产科学”等多领域，近
年来中西医结合治疗也在生殖学科中得到越
来越广泛的应用。因此，要实现生殖医学科的
高水平高质量发展，必须顺应发展浪潮，让与
之相关的亚专科“齐头并进”，不断丰富理论基
础、总结临床实践，建立并完善全生育周期学
科体系。

秉承“集团军”作战的理念，由重点学
科的高超医技打头，用科研平台的技术提
升助力，郑大三附院生殖医学科从建科以
来，助孕周期数逐年增加，截至目前，3.2 万
余名宝宝通过助孕技术诞生，仍有 2472 位
患者处于临床妊娠中。每一个鲜活生命的
背后，都有一套个性化的精准订制方案在
保障和支撑，都有多个亚专科协同配合的
彰显和体现，如同一曲音符交错、和谐动听
的变奏，生动演绎着现代医学的准确精妙
和人本情怀。

挑战新领域
创造生命奇迹

1999年实现首例多胎妊娠减胎成功；
2000年完成首例 ICSI助孕成功受孕；

2008年探索首例玻璃化冷冻试管婴儿；
2012年获河南省生殖医学重点学科；
2013年率先开展子宫输卵管造影；
2017年完成 ISO9001—2015版质量体系

认证工作，成为目前全国第八家荣获 ISO认证
的生殖医学中心；

2020年生殖医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河南分
中心顺利落户……

近年来，郑大三附院生殖医学科不断奔跑
前行，在领域内创造了诸多个河南“第一”。在
管一春看来，这些与科室共同成长的岁月，虽
然辛苦，但很珍贵，更是值得。

一步一步，脚踏实地，永攀高峰。她和她
的团队不断挑战新领域，在生殖医学学科中勇
立潮头。而这其中最为耀眼的，就是三代试管
婴儿技术。

试管婴儿的技术探索由来已久。一代试
管婴儿技术是将精子和卵子放在同一容器中
自由结合；二代则是针对那些精子活力不太强
的情况，“抱着”精子和卵子结合；三代试管婴
儿技术是指利用遗传学检测技术对体外受精
的胚胎染色体或基因进行检测，将正常的胚胎
植入子宫，从源头阻断致病基因突变向子代传
递，从而实现优生优育。

对于三代试管婴儿技术，32岁的小林是一
个受益者。

小林的大女儿如今10岁，在孩子2岁时被
确诊是 Adams-Oliver 综合征患者。这是一

种罕见的遗传性多发畸形综合征，活产婴儿的
发病率仅为两万分之一，临床表现以先天性皮
肤发育不全和肢端末端横向缺损为主要特征，
可伴有多脏器发育畸形和心脏、眼睛、神经系
统疾病。

绝望之余，经朋友介绍，小林来到了郑大
三附院生殖医学科。

在了解了基本情况后，管一春和杨如镜教
授为她制定了个体化的三代试管技术助孕方
案。2020年 6月 18日，小林生下健康男宝，这
标志着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应用 PGT-M
技术成功阻断了 Adams-Oliver 综合征的遗
传基因，而这在我国尚属首例。

经 PGT技术成功阻断的单基因病宝宝的
接连平安诞生。大量患者转诊而至，选择在这
里接受三代技术，这也带来郑大三附院生殖医
学科临床病种数据库不断扩大，有效带动了以
临床数据为支撑的临床促科研，实现了良性的
发展循环。

“在试管婴儿技术上，我们不断实现从无
到有的突破，就是为了能让河南老百姓在家门
口看上病，并且看好病。”管一春说，“看到一个
个小生命的诞生，那些辛苦付出、流汗流泪都
值了！”

她办公室的墙上，挂着 7项河南省科技进
步奖证书。“试管婴儿”技术的突破与更新，不
仅仅是填补生殖领域医学的一处处空白，也包
含着对一个个生命奇迹的敬畏与尊重。

生育力保存
储备孕育希望

在中国，肿瘤发病人群逐渐年轻化。年轻
患者有着生育的意愿，一旦接受了化疗等治疗，
将对生殖器官和生殖细胞产生不可逆的损害。

得了癌症，就完全丧失了生育的希望吗？
郑大三附院生殖医学科给出了否定答案。

小京因出现乏力症状一月多至当地医院就
诊，经骨髓穿刺被确诊为急性髓系白血病M2型，
要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但是，造血干细胞移植
前的放化疗导致卵巢衰竭的比率高达 70%～
100%，将来可能面临无法生育的问题。今年6
月，小京来到郑大三附院生殖医学科就诊。

管一春在评估后发现，小京的卵巢功能还
不错。但白血病患者的肿瘤细胞转移卵巢风
险很高，考虑到小京现在还未婚，管一春立即
确定了生育力保存方案——卵子冷冻，获取尽
可能多的卵母细胞，将未成熟的卵子进行体外
培养成熟并冷冻保存。

为了与时间赛跑，检查当天，生殖医学科就
为小京启动了个性化促排卵方案，直接进入促排
阶段，目标就是在造血干细胞移植前，尽可能帮
助小京保存生育力，为将来成为母亲保留生命的
火种。“小京的案例，是我们生育力保存发展的里
程碑，继乳腺癌、卵巢肿瘤、直肠癌、子宫内膜癌
等疾病后，我们可以通过生育力保存技术为血液
病患者保存生育的火种。”管一春介绍。

生育力保存技术在国外推行较早，2019
年，郑大三附院生殖医学科率先在河南开设生
育力保存门诊。

小京采用的卵子冷冻方案只是其中的一
种技术，还有诸如胚胎冷冻、卵巢组织冷冻、单
精子冷冻、显微取精等多样化的保存技术。特
别是针对男性恶性肿瘤患者开展的睾丸组织
冷冻技术，是团队下一步的重点研究与攻克方
向，这种技术在更加经济高效的冷冻载体支持
下，能够切实提高精子冷冻的复苏率，为男性
生育力保存提供强有力支撑。

患者们发自内心地说，走进郑大三附院生
殖医学科，就增添了建立完整家庭、拥有爱与
希望的机会。管一春和她的团队每迈出一次
坚实步伐，每一次探索尝试成功，都是在为人
民群众守护来之不易的幸福。未来，他们还将
继续肩负这份信任，以“守护”之名，将这份幸
福传递与延续下去。

创造生命的“全程管家”
——走近最美医生管一春和她的团队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生殖医学
科主任管一春当选为“出彩河南人”第
三届最美医生！

8月 17 日晚，消息一出，在郑州
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生殖医学科的患者
微信群里，如潮的祝福瞬时刷屏。

“生命之美，美在生命本身。这个
‘最美’称号不单单属于我，也属于我
们团队，更属于生命的伟大与美好。”
8月 18日，刚刚走出诊室的管一春谦
虚而又诚恳地说。

近年来，不孕症已成为全球仅次
于肿瘤和心脑血管疾病的第三大健康
问题。相关调查数据表明，目前我国
不孕不育率 18%左右，站在宏观视角
看，无论是辅助生殖技术，还是生育力
保存，每一个细分领域、每一项精尖技
术，都是对人类生育健康所面临问题
的回应，都直接关乎生命的创造与接
续。

郑大三附院生殖医学科自成立以
来，历经 20余年风雨兼程，一直致力
于做缔造生命的一盏明灯、一座灯塔，
守护群众健康、守护生命之美。

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近“最美医
生”和她的团队，了解他们如何为众多
不孕不育家庭点亮“最后一道希望”。

□李晓敏

生育力保存是生殖医学科开展的亚专科之一，这是一支年轻的团队。

管一春当选为“出彩河南人”第三届最美医生。

创新推介 务求实效

8月 15日下午，2022豫粤电子信息产业对
接活动在深圳举行，河南省政府副秘书长魏晓
伟和中国电子商会专职副会长柳玉峰先后致
辞，对豫粤两地产业合作寄予期待。

随后，前瞻产业研究院副院长、前瞻资讯股
份总经理陈立科围绕“河南省电子信息产业发
展及重点产业投资机遇”给与会者作了专题报
告，详细解读了河南在智能终端、集成电路、先
进计算、智能传感等电子信息领域的投资机遇。

“电子信息产业是国民经济先导性、基础性
和战略性产业，也是推动河南传统产业改造升
级、新兴产业抢滩占先、未来产业谋篇布局的重
要支撑。”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厅长朱鸣在推介我
省电子信息产业情况时表示，河南高度重视电
子信息制造业发展，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多次
对智能终端、集成电路、智能传感器等产业发展
作出批示指示，听取专题汇报，省政府还出台电
子信息产业链现代化提升方案，建立产业链协
同推进机制，建设创新平台，推动电子信息产业
高质量发展。

通过持续的政策发力和产业培育，我省近
年来电子信息产业取得突破性进展，增长速度
一直高于规上工业增速，也高于全国电子信息
产业增速。2021年全省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
造业营业收入达到 6022亿元，同比增长 25%，
规模位列全国第九；增加值增速达到24%，对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贡献率达 26.3%，拉动
工业增长 1.7 个百分点。2022年上半年，河南
省规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增速 21.2%，高
于全国规上电子信息制造业11.3个百分点。

活动现场，郑州航空港区、新郑市、开封

市、洛阳高新区、安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许昌市、信阳市相关负责人上台进行了专题
推介。

在签约环节，共签约 31 个项目，总投资
320.9亿元，一批高端电子信息产业项目将落户
河南各地，给我省电子信息产业带来新的增长
机遇。

“此次活动突出豫粤两地合作实效，不单纯
追求签约数字，务求项目的精准落地和投产，力
争给河南电子信息产业带来实实在在的投资和
增长潜力。”朱鸣说，落地见效是签约的最终目
的，下一步将按照省委、省政府“三个一批”工作
要求，狠抓项目开工投产达效，做好稳链补链强
链，打造河南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良好生态。

精准对接 优势互补

河南是工业大省、广东是工业强省。两
地产业合作由来已久，近年来先后有一大批
重点合作事项、活动和项目相继落地，合作成
效显著。

电子信息产业是广东省第一大支柱产业，
拥有华为、比亚迪、中兴等一大批世界级企业，
随着产业升级，珠三角地区电子信息产业对产
业转移有着现实需求，河南充足的人力资源、便
捷的交通枢纽优势、超大的消费市场空间，对广
东电子信息企业有着很强的吸引力。

“深圳的发展空间有一定的限制，各种要素
都比较紧张，河南有很多后发优势，产业基础也
很好，把河南有优势的要素充分地利用起来，豫
粤两地携手开展跨地域合作非常有意义也会取
得很好的效果。”艾杰旭精细玻璃（深圳）有限公
司总裁尹国会在对接活动现场的这番话道出了
广东企业的心声。

这一点，在此次签约项目中也得到了体
现。在18个上台签约项目中，既有广东企业在
河南新投资的大型电子产业园，也有不少现有
合作项目的产业链延伸投资。

“这次签约落户鹤壁就是看中了当地良好
的产业生态和高效的服务，未来将联合产业链
上下游一起在鹤壁打造百亿级的产业园。”现场
签约的深圳市天触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桑
俊俸说，鹤壁市有该公司需要的产业链，“我们
下游客户是鹤壁航盛电子，上游未来会和鹤壁
仕佳光子谈合作，并带动产业链一起投资鹤壁
做大做强光电显示产业。”

信阳市近年积极开展与珠三角、长三角区
域产业协作，电子信息产业呈现出快速发展的
良好势头。2021年全市规模以上电子信息产
业增加值增速达到 25.8%，增速高于全国 10.1
个百分点。此次，信阳市在对接活动上再签约8
家企业、签约金额90多亿元。

“固始电子信息产业势头很好，我们已将智
能电子产业发展作为开发区‘二次创业’的重要
支撑，提供全方位的‘保姆服务’，全力培育骨干
企业。”固始县县长杨浩威在签约现场说，该县
在承接珠三角、长三角等地电子信息产业转移
上有一定区位和人力优势，这次对接活动该县
收获颇丰，新签约了两个大项目，对接了一批新
项目，项目投产后将有效地延链补链强链，推动
该县电子信息产业提档升级。

龙头带动、集群蓄能。我省下大力气培育
的黄河鲲鹏、超聚变等项目开始出现产业集聚
效应，吸引了产业链上下游加入。许昌市建安
区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局长宋执萱介绍，
该区在此次对接活动中与东莞市兴远五金有
限公司签订电子信息零部件生产加工基地项
目，预计总投资 5亿元，将建设加工生产线 20
条，年产机箱机柜电子设备零部件 9 亿只，年
产值 2亿元。

“我们对许昌建安区打造的鲲鹏产业园前
景非常看好，园区上下游配套企业需求多，我们
这次签约落户，未来会让产业链更加完善。”东
莞市兴远五金有限公司总经理李长健说。

深度合作 共赢未来

电子信息产业是当今全球创新最活跃、带
动力最强、渗透性最广的产业之一。广东已成
为我国最大的电子信息产品生产制造基地，并
朝着世界级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不断迈进。2021
年，广东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业收入
4.56万亿元，占全国32.3%，已连续31年位居全
国第一。

相比广东电子信息产业的超大规模，河南
产业体量还较弱，但豫粤两地在电子信息产业
上的互补性很强，广东在网络与通信、智能终
端、消费电子、超高清视频等方面实力雄厚，培

育了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集群。
河南近些年也相继建成全球重要的智能终

端产业集群、新型显示配套产业初步具备竞争
力、智能传感器产业优势持续巩固，先进计算实
现从无到有、从有到强的跨越，集成电路产业实
现细分领域突破。

事实上，豫粤顶层合作已在规划，《河南省
“十四五”深化区域合作融入对接国家重大战略
规划》提出，深入推进豫粤港澳高质量合作，紧
密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规划》特别指出，要
围绕大湾区新一代电子信息、智能家电、智能机
器人、高端装备制造、先进材料、软件与信息服
务、超高清视频显示、生物医药与健康、现代农
业与食品等战略性支柱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
业强化招商引资，促进产业优势互补、紧密协
作、联动发展。

这既是区域合作的路线图，也是产业互补
的施工图。

“下一步，我们将全面贯彻省委‘十大战略’
要求，以建设郑州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为契机，聚
焦‘补芯、引屏、固器、强端、优算’，深化开放合
作，实施重点项目，建设创新平台，强化产销对
接，提升配套能力，不断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
成为关键环，加快建成全国重要的万亿级电子
信息产业集群。”朱鸣表示。

眼下，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正将新一代电
子信息产业作为推动我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支柱性产业来打造。高水平举办 2022 世界
传感器大会，建设微机电系统研发中试平台，
推进智能传感器“一谷六园”加快发展；依托
省科学院集成电路研究所等创新平台和龙头
企业，建设一批集成电路特色园区，打造成为
全国重要的集成电路材料供给地和特色芯片
制造基地；发挥先进计算整机制造企业带动
作用，引进一批元器件、关键材料、软件等关
联配套企业，打造千亿级先进计算研发生产
基地；依托郑州航空港区为龙头带动，巩固提
升高端智能手机产能，提升关键配套能力，引
进先进显示技术及项目，进一步打造全球重
要的智能终端生产基地。

“河南省电子信息产业前景可期、未来光
明，来河南投资兴业、创新创业恰逢其时、正当
其势。”朱鸣表示，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作为
行业主管部门，将竭诚为企业提供便捷高效的
服务和安逸舒心的投资环境，让每一位投资
者、创业者都能在中原大地实现事成业兴、更
加出彩。

豫粤牵手，谱写河南电子信息产业新篇
——2022豫粤电子信息产业对接活动综述

□陈辉

8月 15日，2022豫粤电子信息产业对接活动在深圳举行。深圳市投资控股公司、正威国
际、华为数字能源等 100多家广东企业参会，活动现场签约 31个电子信息产业项目，总投资
320.9亿元。

这次活动是我省贯彻落实国家十部门关于促进制造业有序转移的指导意见，主动对接粤港
澳大湾区国家战略，推动河南省加快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重要活动之一。活动以“豫粤携
手并进，共谱产业新篇”为主题，聚焦产业协同、突出精准对接，重点围绕电子信息产业集中开展宣
传推介和洽谈对接活动，有效搭建了我省与粤港澳大湾区政、产、学、研、用合作平台，为我省电子
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蓄积了新动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