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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城一周

7月27日至8月2日，短短一

周里，桂城开了多场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工作会议。除了有推进

会，还有分析研讨会，更有深入社

区一线的现场会。可以看出，此

次专项整治，更注重“里子”的整

改，如房前屋后、城乡结合部、背

街小巷、农贸市场等，证明桂城创

建工作更深入、更细致。

列出任务书，立行立改
7月29日，南海召开深化全

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推进会，强

调要真正把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抓在手上 、一抓到底 、抓出成

效，让广大市民真切感受文明

城市创建带来的变化和好处。

下午，桂城迅速行动，组织志愿

者队伍对乐庆菜市场、南二路

等区域的卫生环境进行整治提

升。晚上，桂城召开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工作现场会，对文明

城市创建工作进行再部署、再

落实。30 日，桂城再接再厉，在

辖区内全面、全天开展爱国卫

生运动。8 月 1 日，桂城街道对

文明城市创建工作进行再动员

再部署，开展现场督导检查、召

开深化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推进会，进一步提高认识、压紧

压实工作责任，全力打好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攻坚战。

一周来，“桂城战队”的身

影 就 出 现 在 各 社 区 的 各 个 角

落。有的负责清理、搬运积存

的建筑垃圾、杂物，有的一遍遍

洗刷路面的油迹，有的捡拾起深

藏在绿化从中的垃圾，有的拿着

小铲子清理电线杆、墙面的“牛

皮癣”，有的将道路旁乱停乱放

的共享单车一辆辆搬运到指定

区域摆放整齐……奋战的人群

里，有年轻人，有退休老人，还

有小志愿者，他们用自己的力

量为创建文明城市出一份力。

踏石留印，每一步都算数
在创建文明城市的路上，桂

城除了有专项整治和重点问题

攻坚，更多的是持续的幸福城

市的打造。近年来，桂城全面

铺开公园城市建设，逐步让“在

城市中游山玩水、在公园里生

活工作”的幸福城市愿景照进

现实。

在 农 贸 市 场 升 级 改 造 方

面，桂城专班制定系列升改方

案，坚持应改尽改、奖惩并举、

扶优汰劣原则，率先在区级补

贴基础上追加补贴，主动“加

码”，激发市场开办方积极改

造、主动改造的新动能。同时，

聘请专业设计公司，“一场一

策”出具高水平的个性化设计

方案，有效解决了市场开办方

在如何改造方面的顾虑，保障

市场高品质改造。

在老旧小区改造方面，桂城

也卓有成效，目前已经完成和正

在施工的有12000户左右。其中，

桂一社区被定为广东省老旧小区

改造试点，海棠村小区成为重点

整治小区，经过改造后面貌焕然

一新，并引入管理公司提供智慧

物业服务。

在人居环境整治方面，桂城

凭借全面建设“广东省城乡融合

发展改革创新实验区”先行示范

区的契机，投入13亿用以推进乡

村振兴工作，建设完成 200 多个

乡村振兴项目，还鼓励引导各社

区因地制宜建设“四小园”，目前

已建设超200个，面积约3.5万平

方米。

抓铁有痕、踏石留印，走过的

每一步都算数。正是有了这些基

础，桂城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

路上，才能更加精雕细琢，一步步

靠近群众向往的美好生活。

文/珠江时报记者曾蓉

抓铁有痕踏石留印
做深做实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1000万次打磨 造出最坚固“牙齿”
中科安齿打造全球口腔医疗示范中心，目前拥有专利接近400项

在广东中科安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车间里，有一台硕大的机器，经过精
心打磨的牙种植体，要在这台机器上接受检测。正是这种“鸡蛋里挑骨头”的严
谨，让企业的产品质量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甚至更优。

“我希望通过自主创新，努力攻克核心技术，打造世界顶尖医疗器械企业。”
广东中科安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贤帅愿景，正逐渐变成现实。

如今，他所带领的团队已研发出填补国内空白、达到世界一流品牌的通用
型牙科种植体，而价格仅为国外品牌的60%。未来，他们将以打造世界顶尖医
疗器械企业为目标，继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打破更多“卡脖子”技术垄断。

牙科种植体是近年来兴起的

一项技术，在将坏牙拔掉后，通过

手术将牙科种植体植入牙槽骨拧

紧，再在种植体上套上牙冠，就诞

生了一颗“新牙”。牙科种植体又

称人工牙根，小指尖大小，价格却

高达几千元，且高端植入式医疗

器械这一领域基本被国外垄断，

为了打破这种垄断，陈贤帅走上

了打磨种植牙“黑科技”的创新创

业之路。

2012年博士毕业后，陈贤帅

放弃了国外高薪任教与深造的机

会，回到广州中科院系统，组建团

队深入开展技术研究，2015年在

桂城创办了中科安齿，在国内首次

开发出通用型牙种植体，填补了国

内空白。

“牙种植体的制作精度要求很

高。同时还需要有强大的受力性

能，否则就容易折断，这就需要我

们以全新设计满足受力要求。”陈

贤帅说。

为此，中科安齿团队进行了大

量尝试，并成功研发出超越世界一

流水平的产品。根据现行的国际

标准，在使用200牛顿、与水平方

向成斜向上30°的应力实验中，

如果种植体超过500万次没断，就

已经是合格品。世界一流品牌公

布出来的数据可以达到800万次，

而中科安齿的产品可以达到1000
万次，产品力学性能达到世界领先

水平。

在中科安齿的车间内，记者看

到，一颗长相奇特的“螺丝”被一台

机器“咬住”，随着机器轻轻振动，

模拟着牙齿日常的使用，这是“疲

劳测试机”在测试牙齿种植体的耐

磨程度。在国际公认的500万次

标准下，广东中科安齿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张潇已不记得

自己失败了多少次又再来。直到

实验结果显示“耐疲劳强度达到

1000万次没断”，他才痛痛快快地

松了一口气。

在张潇看来，没有什么困难是

克服不了的，一千次不行，那就一

千零一次。10年来，学习精密机械

制造出身的张潇把牙种植体的研

发“种”进了自己的人生，与团队一

起为国人研发出国际领先的产品。

通用型牙种植体成功研

发后，中科安齿又将目光投向

不断壮大的个性化市场。技

术团队在全球首创个性化3D
打印种植体技术，能根据光学

影像技术设计出最适合病人

的种植体，实现即刻种植，能

够最大限度地保护病人口腔

骨组织，有效修复疑难病例，

让修复周期从9个月缩减到3
个月。

扎根南海桂城，依托优良

的科创环境，中科安齿在种植

牙领域不断攻克难关，科研成

果和产品品质得到国内外广

泛认可。如今，陈贤帅团队研

发的多项技术和材料，攻克了

行业内的核心技术。中科安

齿已建成4个省级工程中心，

专利接近400项，总数占全国

此领域的40%，3D打印植入

物专利为全国企业类第一。

正是这种敢于创新、严谨

细致的精神，中科安齿创业团

队被认定为佛山市创新创业团

队“国际一流水平团队”，在上

月桂城产业高质量发展战略发

布会上还被评为优秀创业团

队，产品通过严格的医疗器械

质量管理体系 ISO13485、
ISO9001体系认证，获准3个
三类、3个二类国家医疗器械

注册证，3个欧盟CE证书。这

意味着产品得到了欧盟市场的

“敲门砖”，开拓包括东盟以及

印度、土耳其、西班牙、俄罗斯

等海外市场，加快“南海品质”

迈向世界。

中科安齿还栽培出 1名

“全国劳动模范”、1名“全国技

能能手”和2名南海大城工匠，

被授予“大城工匠工作室”“广

东省新型牙种植体及临床应

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中国

医疗器械行业协会常务理事

单位”等称号。陈贤帅本人也

因创新创业成绩突出，成为全

国“最美奋斗者”入选者，并获

得“国家高层次人才”称号，

2021年，作为佛山唯一代表

在京出席中科协第十次代表

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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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种植体虽然看上去与普通小

螺钉无异，但实际上技术含量却非常

高，涉及生物学、材料科学、医学、机

械设计等多个学科。作为曾长期深

耕精密制造领域的学者，陈贤帅很清

楚，这样的技术要落地，离不开强大

的产业特别是医疗制造业的支撑。

南海恰好是华南地区最大的医

疗制造产业集聚地，有着丰富的上下

游资源，这是他选择落户南海的原因

之一。此外，佛山、南海、桂城对创新

创业的服务和扶持政策，也让他充分

感受到这座城市的诚意。

陈贤帅感叹：“科创企业的成功

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扶持与培育。”他

告诉记者，他的团队被评为佛山市创

新创业团队“国际一流水平团队”，获

得市、区、街道创业扶持资金2000
万元。在市、区政府的支持帮助下，

他们已在省市金融平台上完成了6
轮风险投资。

随着公司产品和业务的不断成

熟，以及市场认可度的不断提升，中

科安齿不断提升产能、扩展产业基

地。目前，坐落于三龙湾南海片区的

中科安齿总部大楼已经封顶，总建筑

面积超过1.5万平方米，预计2022
年底交付使用。未来，中科安齿总部

大楼项目将立足南海，打造一个口腔

颅颌面修复医疗器械产业基地——

中科安齿口腔颅颌面修复医疗器械

产业基地，集研发、生产、应用于一

体，并借助三龙湾南海片区的区域优

势，建立一个口腔医疗产业链上下游

企业协同发展的世界顶尖水平的示

范中心，推动佛山口腔医疗产业高质

量发展。

作为南海区桂城高新人才协会

党总支部书记，陈贤帅也会在人才方

面大做“文章”，通过高层次人才“朋

友圈”，吸引更多科技人才来到南海

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贡献力量。

文/图珠江时报记者李冬冬 通讯员张兵陈杰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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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安齿总部大

楼效果图。

■广东中科安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贤帅在实验室里研发新项目。

■中科安齿研发的种植体。

■中科安齿实验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