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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 1.7 亿元，
拥有超一流实验平台、国际顶级专家

市六院组织器官再生中心诚

英才

■ 记者 庞瑞锋 通讯员 李培博

洛阳海归博士领衔
技术世界领先

日前，记者从洛阳市人才服务中心
获悉，计划投资 1.7 亿元，拥有超一流实
验平台、国际顶级专家的洛阳市第六人
民医院组织器官再生中心（暂定名，以下
简称再生中心）对外招聘英才 20 名，有
意者莫失良机。

软硬件实力世界顶尖
填补多项应用空白
再生中心立足于国际前沿心脑血管
疾病理论和技术，是集基础理论研究和
临床转化应用为一体的超一流实验平台
与多位一体的公共技术平台，软硬件实
力均达到世界顶尖，填补了我国组织器
官再生技术临床应用多项空白。
目前，再生中心建设已投资 1.2 亿
元人民币，计划 2018 年上半年正式投
入运营。届时将成为拥有国内外最先
进的动物 PECT、直线加速器、9T 动物
核 磁 和 高 端 动 物 CT 构 成 的 多 模 态 分
选系统、双光子显微镜、超分辨共聚焦
显微镜、活体共聚焦显微镜、高端免疫
膜显微镜、活细胞工作站、自动化培养
机器人等实验设备的超一流实验平
台。

实验室
再生中心团队初建于 2005 年，现有
教授 3 人、研究员 4 人、副教授 2 人，另有
博士后和技术员 30 余人，形成了以“国
际顶级专家+中青年实力派科学家+博
士研究生储备人才”为主体的跨国一流
综合转化研究团队。团队技术顾问由世
界脑循环代谢主席、日本国立冈山大学
神经内科教授、Nature 子刊 JCBFM 杂志
主编阿部康二教授担任。团队其他核心

成员均为国际顶尖学者、资深教授和世
界名校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后
研究员。近年来，再生中心团队先后承
担了国外国家重点课题三项，中国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一项，河南省省
部级课题三项，开发新药一项并成功推
广 上 市 ，累 计 发 表 高 水 平 SCI/EI 论 文
800 余篇，影响因子高达数千点，引用次
数达数千次。

再生中心团队负责人田丰丰教授是
土生土长的洛阳人，先后于日本国立冈
山大学取得医学硕士、博士学位，并于
2012 年受日本国立冈山大学公派赴具
有“南哈佛”之称的埃默里大学进行博士
后研究，在组织再生领域颇有建树，荣获
国际及国家省部级以上奖励 16 次，受到
李克强总理，教育部部长袁贵仁，科技部
部长万钢等的亲切接见。目前田丰丰教
授已发表国际高水平 SCI 论文 26 篇，累
计引用达 2400 余次，影响因子超过 100
点，获邀在国际会议作报告 26 次、发表
引文杂志摘要 20 余篇，完成发明专利研
究 200 余项，正在申请 13 项，已获得授权
8 项。
再生中心团队致力于人体组织器官
的再生，一期试验主要是心脏和皮肤，二
期试验主攻角膜与神经的再生。目前，
局
部和整体心脏再生的技术储备已完成，
现
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临床的试验与推广。
再生中心团队长期坚持以严苛的标准，
精
益求精的工匠精神确保组织器官再生技
术的临床推广与应用，
使得疾病尽早得到
彻底根治，
予以患者健康与安宁。

洛阳市人才服务中心

单位简介：
单位简介
：
洛阳市国家大学科技园组织器官再生
中心，是集基础理论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
为一体的超一流实验平台与多位一体的公
共技术平台。中心计划投资人民币 1.7 亿
元，计划 2018 年上半年建成并正式投入运
营。届时将成为拥有国内外最先进的动物
PECT、直线加速器、9T 动物核磁和高端动
物 CT 构成的多模态分选系统、双光子显
微镜、超分辨共聚焦显微镜、活体共聚焦显
微镜、高端免疫膜显微镜、活细胞工作站、
自动化培养机器人等实验设备的超一流实
验平台。团队负责人田丰丰教授先后于日
本国立冈山大学取得医学硕士、博士学
位，在组织再生方面颇有建树。研究团队
致力于人体组织器官的再生，一期试验主
要是心脏和皮肤，二期试验主攻角膜与神
经的再生。中心的“自体心脏再生”项目被
列为河南省 2018 年省重点项目。

2018 年重点推介企业招聘岗位
岗位名称：研发人员（19 人）
岗位职责：根据不同岗位需求进行实验动物日常管理与饲养、
细胞培养、分子生物学实验等实验研发工作。
任职资格：动物学、分子生物学、遗传学、细胞学专业，国家计划
内统招相关专业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及以上，英语水平 CET6 级以上，
有 SCI 论文，需具有实验动物日常管理与饲养、遗传学、生物化学与
分子生物学、细胞及动物基础实验技能。985/211 院校优先，熟练掌
握实验室技能者、博士优先。

岗位名称：办公室副主任 （行政岗位
1 人）
岗位职责：做好日常接待及行政管理
工作，各类制度规程编制，辅助实验室工作
等。
任职资格：文科相关专业，硕士及以
上学历，擅长文字编辑及处理日常事务，有
2～3 年相关工作经验，985/211 院校优先。

◆ 薪资待遇：研究生学历税前底薪 7000 元，博士面议。应聘须知：实习期三个月，实习期周六（日）单休或轮休。正
式入职后，薪资待遇为基本工资加绩效奖金，食宿交通、医疗等必要补贴、津贴，并按国家规定缴纳“五险一金”，享受定期
体检及其他节日福利。
工作地点：洛阳市涧西区龙裕路 1 号国家大学科技园 10 号楼
联系人：
王女士 邮箱：lyrczxzgj@163.com

联系方式：
0379-63119566

洛阳流动党员添新家
市人才服务中心流动党委首个异地党组织在郑州成立
商报讯 （记者 庞瑞锋 通讯员 李
培博）4 月 2 日，中共洛阳市人才服务中
心流动人员郑州市洛阳商会总支部委员
会第一次党员大会胜利召开。这标志着
我市人才服务中心流动党委第一个异地
党组织正式成立，在郑州的洛阳党员又
添一个
“新家”
。
会上，洛阳市人才服务中心流动人
员党委书记余汇川宣读关于同意建立中
共洛阳市人才服务中心流动人员郑州市
洛阳商会总支部委员会的批复；郑州市
洛阳商会会长韩永凯报告了大会筹备工
作情况。

会议严格按照党章有关规定，选举
产生中共洛阳市人才服务中心流动人员
郑州市洛阳商会总支部第一届委员会委
员，韩永凯当选为郑州市洛阳商会党总
支书记。
韩永凯表示，今后将团结和带领全
体党员，开拓创新，围绕商会发展和党建
工作互促互进，推进商会党建工作开好
局，起好步，抓出特色。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党总支要着重做好三个方面的工
作：建设新时代“三新”讲习所；申请举办
主题为“我身边的共产党员”有奖征文活
动；努力在三年之内建设一百个“双强”

党支部。
洛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范永平告诉
记者，郑州市洛阳商会成立以来，以“党
建领先、政商亲清”为宗旨，以“谦和诚
信、厚德明法”的洛商文化为立业之本，
开启了洛商由分散创业到抱团发展的新
阶段，在促进郑洛两地经济发展和中原
经济区建设中作出了积极贡献。党总支
就是在郑的洛阳党员的一个新家，是洛
阳发展的一个新的战斗堡垒，希望各位
在党组织的引领下，一如既往地支持家
乡建设。
洛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范永平、河

南省委组织部电教处处长宋海民、洛阳
市委组织部组织科科长宋正国、洛阳市
人才服务中心流动人员党委书记余汇川
及商会党员参加了本次大会。会议由商
会常务副会长金宏伟主持。
据介绍，建立郑州市洛阳商会党总
支，是洛阳市人才服务中心流动党委根
据党中央从严治党的总体要求，加强流
动党员管理，开展学习教育活动的一项
有力举措。市人才服务中心将根据流动
党员实际情况，继续在党员集中的城市
和行业建立党组织，为我市流动党员干
事创业搭建更好的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