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省肿瘤医院成美国际医学中心

占地面积：7.6万平方米
计划投资：15亿元
项目亮点：全力推进互联网+医疗，通过“实体医院+

虚拟医院”的形式设立未来医院，利用先进的互联网大数
据技术，搭建起高水准、多元化、开放性的医院发展平台，
即“医院+科研+培训+健康产业”，拓展医疗市场的广度和
深度。

项目内容：海南省肿瘤医院成美国际医学中心按照三
级甲等标准设计建设，建成后将配合海南省肿瘤医院在肿
瘤康复、肿瘤预防、健康体检、国际交流和科研教学等项目
上开展工作。利用海南省独特的自然生态气候资源，为全
国中高端人群提供国际诊疗及远程医疗，并吸引东南亚国
家的高端人群来此进行医疗旅游和康复，
同时，通过社会办医的新模式为中国医改
探索出一些有益经验。

博鳌一龄生命养护中心

占地面积：156亩
计划投资：38亿元
项目亮点：博鳌一龄生命养护中心项目属美容抗衰类项

目，拥有干细胞美容、生物治疗、PSI诱导性多功能干细胞等核
心技术。

项目内容：项目由5部分组成，分别为健康体检中心、健
康管理抗衰老中心、魅力形象体检魅力生活体验中心、美丽定
制整体形象打造中心、康复疗养中心。

元合301精准医疗中心

占地面积：102亩
计划投资：9.8亿元
项目亮点：精准医疗
项目内容：瞄 准“ 精 准 医 疗 ”理 念 ，在 功 能 上 涵 盖

以 生 物 技 术 为 驱 动 的 基 因 诊 断 、生 物 治 疗 、生 物 医 学
材 料 等 模 块 ；在 目 标 上 聚 焦 精 准 医 疗 前 沿 ，努 力 在 干
细胞治疗Ⅱ型糖尿病、慢性病、疑难危重病、热带海洋
病、长寿抗衰等的预测、预防、预警和个性化医学方面
做优做强。

用足用好博鳌乐城产业政策，为把先
行区建成世界一流的国际医疗旅游目的
地作出应有贡献。

感言负责人：杨延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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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新海南速度 打造中外游客“医疗健康养生天堂”
——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项目巡礼

博鳌金荣生命科学研发院

占地面积：33亩

总投资：2亿元

项目内容：将生物医疗与现代医美技术结合，打造干细胞
产品的生产、供销、应用储存一体化的体系，引入生物干细胞预
防衰老、干细胞再生项目。

技术团队：预计将吸纳来自亚、欧8个国家的顶级专家，引进国
内外专业人才300人。

项目亮点：囊括基因检测、干细胞抗衰回输、成纤维细
胞、自体脂肪干细胞、干细胞化妆品、现代医疗美容等前沿医
疗产品及服务。预计投入 3500 万元尖端医疗设备，建设拥
有自主研发干细胞前沿产品的GMP标准大型中心实验室。

借助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打造
“医疗科研高地”的优良政策和优越的自

然人文环境，相信我们的项目必将乘风破

浪，成为国内外人士向往的康美殿堂。

感言负责人：代金荣

海南博鳌莱富凯尔医学中心

占地面积：24亩
总投资：3亿元
项目内容：自体成纤维前体细胞治疗技术的研发推

广与应用；CAL 自体脂肪干细胞的研发与应用；自体毛

囊干细胞的研发与应用；开展研发干细胞治疗糖尿病。

技术团队：主要引进日本、韩国等国家在生物细胞与基因

技术方面领军人物和科研、专业操作人员，以及国内一批经历

过大量临床病例的成熟技术人员。

项目亮点：拥有自体成纤维前体细胞治疗技术的研发推

广与应用、CAL自体脂肪干细胞的研发与应用、自体毛囊干细

胞的研发与应用等三项国家专利。

国务院给予的“国九条”具有实实在在
的含金量，海南省委省政府、琼海市委市政
府以及先行区管委会在项目建设上给予了
大力的支持。相信在国家政策的指引下，
在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公司项目
建设将会稳步向前推进。

感言负责人：郭涛

康君共生海老名免疫治疗康复中心

占地面积：60亩
总投资：10亿元
项目内容：建立与癌症相关的早期精准筛查、治疗、康复、

科技研发、培养专业医疗护理人才全配套的医疗体系。

技术团队：有BAK疗法的发明人海老名卓三郎、PEM主导研

发团队带头人伊藤正敏、无血清培养基研发人员佐藤威等专家。

项目亮点：免疫疗法被世界卫生组织誉为21世纪杀死癌

症的一种有效途径，引入的BAK疗法是利用自身的免疫细胞

对抗癌症、无血清培植培养免疫细胞数量高达 150 亿—200

亿；引入的PEM乳腺癌超早期筛查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可

查出小到0.2cm的微小肿瘤。

随着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
行区落成，我们得以在国内建立健康基
地，使国人不出国也能享受到世界先进医
疗及服务。我们愿同大家一起努力，优化
国内医疗服务，更新国人健康理念。

感言负责人：桂立平

瑞因丝翠国际医学特色医疗中心

占地面积：75亩
总投资：5亿元
项目内容：以生物医学科研、抗衰老高端医疗、康复医疗

为主要内容。计划投资设立生物医学研究中心、医疗器材厂、
国际医学特色医疗中心（含康复中心）等。

技术团队：干细胞生物学国际权威、骨科专科医师、骨科
教授李光申博士，整形外科医师、奈米组织工程无痕眼袋手术
开创者王存福医师，从事4D打印机器人手臂部分膝关节置换
术的吴浚哲医师。

项目亮点：干细胞培养与干细胞生长因子冻晶制造、全方
位先进的医美技术（包含奈米组织工程无痕眼袋手术、AGF自
体脂肪美型雕塑手术、激光溶脂术等）、自体生长因子康复再
生医疗技术、4D打印机器人手臂部分膝关节置换术等。

我们公司将发挥自身医疗管理和运营
之实力，与先行区共创医疗旅游的庞大商
机。

感言负责人：张裕彬

梵美国际生命健康管理中心

占地面积：52亩
总投资：3.5亿元
项目内容：设置再生医学研究中心、辅助生殖中心、抗衰老中心和

健康管理中心，进行退行性关节病、IVF、SVF美容美体、NK细胞免疫
管理等服务。计划设200张床位，每年可接待患者1万至2万人次。

技术团队：核心团队来自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院、明尼
苏达大学医学院、以色列及国内自主专利技术研发团队。

项目亮点：中心主要开展自体脂肪间充质干细胞用于退
行性骨关节病、以色列生殖技术、SVF美容美体、NK细胞免疫
健康管理等四项技术的研究与应用。其中自体脂肪间充质干
细胞用于退行性骨关节病是中心主要开展的技术，该技术具有
2-3小时完成体外处理脂肪干细胞的能力。

落户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
游先行区，以个性化的高端健康管理
和抗衰老服务为切入点，打造出一流
的国际化健康管理平台，这将让我们
集团的产业布局迈向一个新的征程。

感言负责人：修箕旻

海南养美媛艺苏国际医疗美容中心

占地面积：45亩
总投资：4亿元
项目内容：整个医疗美容中心由体验中心、整形中心等八

大板块组成。形成以抗衰老、美容医学服务为龙头，配套中医
养生、健康管理和医疗旅游、健康养老为核心的医疗美容及抗
衰老健康服务产业链。

技术团队：依托中国整形美容协会，引进专业医疗技术人
员。

项目亮点：引进国内外先进医疗美容抗衰老服务运营体
系，建立咨询、检测、评估、规划、治疗、管理、干预等医疗美容
服务体系，通过健康体检、医疗美容、医学抗衰、健康管理、医
疗旅游服务国内外客户。

我中心致力于发展健康事业，为大众
提供最优质的医疗美容服务。落户乐城
后，我中心将全力建设，为海南的医疗旅游
事业发展尽一份绵薄之力。

感言负责人：林月宽

RYZUR瑞德妇儿医院

占地面积：52亩
总投资：3亿元
项目内容：引进美国纽约大学郎格尼医疗中心生殖中心

技术、团队以及管理，开展在美国开展多年的以遗传基因筛查
为基础、试管婴儿技术为核心的辅助生殖业务。

技术团队：将由美国医疗团队进行管理和运作，同时
还将培养由医疗遗传学、基因组学专家和基因咨询师各类
人才组成的医疗团队。

项目亮点：目前拥有多项全球专利 IVF 技术，在 IVF 研
究及技术方面处于绝对领先地位，在 IVF 体外受精的同时
进行胎儿的基因检测，避免遗传疾病，大幅度提高 IVF 体
外受精的成功率。

我们对项目未来的发展非常看好，乐
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有国家给予的优惠
政策，相信未来我们医院将会发展成为独
特的以旅游、生殖为特色的专科医疗机构。

感言负责人：武晓男

博鳌恒大国际医院
——布莱根和妇女医院附属医院

占地面积：121.85亩
计划投资：50亿元
项目亮点：医院与布莱根和妇女医院合作，依托其在人类

疾病的基础、临床和转化研究方面已积累的成熟经验和领先医
学成果，结合国际最新技术、药品和临床方案，开展临床研究。

技术团队：在布莱根和妇女医院支持下，由国内外顶级肿瘤
专家及医护人员共同组成诊疗团队。

项目内容：博鳌恒大国际医院是恒大健康携手布莱根和
妇女医院（哈佛医学院主要教学医院之一），按照国际专业标
准建设的肿瘤专科医院，也是布莱根和妇女医院在海外的首
家且唯一的附属机构。

恒大瞄准人类健康威胁最大、复杂性最高的肿瘤疾病，携
手布莱根和妇女医院，充分依托乐城先行区区位政策优势，引
进国际先进诊断技术服务于患者，致力将其打造成为立足中
国，辐射东南亚，迈向全球的世界一流医院。

海南博鳌麦迪赛尔国际医疗中心

占地面积：40多亩
计划投资：4亿元
项目亮点：集团目前拥有自主核心专利80余个，主要技

术包括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作开发的NK免疫细胞治疗技
术、引自日本的树突状细胞扩增技术，以及在此基础上自主开
发的实现肿瘤靶向性的新型 Car-NK、T-DC、E-DC、新抗
原-DC疫苗等先进的免疫细胞治疗技术。

技术团队：拥有研发技术团队200余人，其中院士3人、国
家中组部青年千人计划获得者4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
者”4人、“国家青年千人计划”4人、博士60人。

项目内容：细胞研发培养、自体成纤维细胞移植技术应用、
免疫细胞治疗技术应用、早期癌症筛查及体检、肿瘤康复诊疗。

我们计划将其打造为瑞达健康产业集
团自主研发产品及技术的重要临床研究基
地，并建立肿瘤精准免疫治疗、HPV转阴、
美容、抗衰四位一体的高端医疗服务平台。

海上丝绸之路干细胞医疗中心

占地面积：84亩
计划投资：13亿元
项目亮点：海上丝绸之路干细胞生物治疗中心项目属于干

细胞研究类项目，拥有脐带干细胞技术SOP、自体骨髓干细胞
技术SOP及20多个单病种干细胞治疗等核心技术。

项目内容：项目主要由6部分组成，分别为综合楼、干细
胞研究中心、住院部、综合部、康复中心康复公寓和专家公寓
培训中心等。

建成后年收入10亿元，贡献税收1亿元，创造岗位1000
个。

目前，已完成投资9000万元，项目图纸变更已完成，预计
4月中旬全面复工。

颖奕国际细胞治疗医学中心

博鳌再生医学临床医疗中心

博鳌再生医学研究中心

博鳌生命滙再生医学产业中心

博鳌金域国际医学检验中心

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博鳌国际医疗中心

乐城·康养主题酒店

海南博鳌国际生命抗衰美容中心

海南帝速国际抗衰老医学中心

斯丹赛国际血液病专科医院

美丽田园博鳌医疗抗衰老中心

占地面积：32.43亩
计划投资：约2亿元
项目亮点：提供高端抗衰老及医疗健康管理，满足女性对于美

丽和青春的追求，通过和全球顶级的新医学医疗和科研机构紧密合
作，提供全面皮肤管理和全面健康管理，并形成具有美丽田园特色
的临床和研发体系。

技术团队：聘请功能性医学、再生医学的国际权威专家整合
技术，打造完整的医疗抗衰健康管理体系。

项目内容：项目占地面积，运营成熟后年产值约2亿元，贡
献税收4000万元，提供就业岗位500个。目前，已完成投资7000
万，项目一期主体已封顶，预计2017年底可建成投入运营。

先行区高效和务实的作风，使得美丽田园
博鳌医疗抗衰老中心项目建设实现了先行者的
速度，紧跟国际新发展。

博鳌国际医院

占地面积：81.5亩
计划投资：6亿元
项目亮点：特色技术包括干细胞治疗技术，包括间充质干

细胞、脂肪干细胞、免疫细胞等；胰岛细胞移植技术，糖尿病治
疗；精准医学，肿瘤的诊断和个体化治疗；器官移植，肾、肝、心
脏移植；牙髓干细胞治疗技术等五大技术。

技术团队：拥有国内外一流技术团队作为技术顾问，包括国际
细胞移植协会、胰岛移植协会、国际器官移植协会等，其中还有一位
中国科学院院士以及四位中国工程院院士等作为国内专家顾问。

项目内容：计划建立抗衰老医学基地，形成以基因检测、
功能医学检测、医学抗衰老、干细胞治疗、细胞治疗、美容医学
服务为龙头，配合中医养生、健康管理和医疗旅游、健康养老
为核心的抗衰老健康服务产业链。

我郑重承诺，工程保质、按时完成，按预定
时间开业运营，在党委政府领导下，与相关部
门紧密配合，向海南人民交上满意的答卷。

长昇国际医学健康中心

占地面积：80.7亩
计划投资：6.79亿元
项目亮点：长昇健康检测团队以最新的基因检测、3D医

学影像、内分泌检测等技术使尽早发现并预防癌症及其他疾
病，提早进行干预成为可能。

技术团队：长昇生命科学研究团队由来自欧美顶尖医学
专家领衔，研发并发展最新的干细胞治疗肿瘤、自体免疫细胞
治疗肿瘤、运动医学等技术。同时项目还拥有来自美国、德国
和日韩的顶尖抗衰老美容医师团队、慢性病康复等团队。

项目内容：长昇国际医学健康中心项目由长昇国际生命
健康检测中心、长昇国际生命科学研究院、长昇国际康复理疗
中心、长昇医疗健康创业基金中心、生命体验馆和博物馆、办
公及综合功能区六大功能分区组成。

长昇健康以实现“青春100年”为目标，追
求“美丽健康120年”为最高理想，应用尖端的
医疗科技，提供高端化、个性化、定制化、精准
化的医疗服务，探索全新的健康管理模式。

海南新生命干细胞抗衰美容中心

占地面积：25亩
计划投资：2.2亿元
项目亮点：美容中心依托香港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研究平台，

结合容纳了美国、欧洲以及本地海南医学干细胞医学抗衰美容
领域科技力量和成果。

技术团队：核心技术骨干由留学欧美名校取得博士/博士
后或跨国公司资深科学家组成，专家团队在干细胞与转化医
学领域有着连续十几年的科研基础，应用系列产业技术达到
或超过欧美相关产业水平，并已建立了干细胞存储平台、干细
胞制剂制备平台、干细胞临床前研究平台、干细胞临床研究平
台。

项目内容：海南新生命干细胞抗衰美容中心项目属于干
细胞研究和美容抗衰类项目，拥有干细胞保健、抗衰、康复、美
容等核心技术。项目主要由3部分组成，分别为医疗主楼、生
产主楼和治疗辅楼等。

中国干细胞集团海南博鳌附属干细胞医院

占地面积：30亩
计划投资：5.5亿元
项目亮点：利用已研发成功的干细胞采集、制备、培养、扩

增等方面的核心专利，特别是获科技进步奖的干细胞深低温
保存技术，在建立干细胞资源库的同时结合先行区“先行先
试”的政策支持，加强干细胞临床应用，为需要救助的血液病
患者和亚健康人群提供高质量的移植用干细胞。

技术团队：聘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王振义院士、
“中国血小板之父”阮长耿院士、中国科协副主席陈赛娟院士、中
华医学会学业分会名誉主席陆道培院士等4位为首席科学家。

项目内容：医院设有 100 个百级层流病房，预计每年造
血干细胞移植可达1000病例，将成为目前国内规模最大、技
术最强的干细胞医院。

推进“2030健康中国”的发展规划，“当
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排头兵”。

博鳌·银丰康养国际医院

占地面积：30亩
计划投资：约5亿元
项目亮点：博鳌·银丰康养国际医院项目属于干细胞研究类

项目，拥有以神经干细胞诱导转化技术为核心的干细胞疾病干
预治疗技术、细胞生物医学技术以及肿瘤患者免疫细胞负调控
沉默技术等。

项目内容：项目由 5 部分组成，分别是干细胞技术转化
中心、干细胞临床应用中心、临床级别干细胞制剂制备中
心、大型细胞组织资源库和生物信息资源库，是以全国和国
际市场为半径，以世界领先的生物诊疗技术为核心，打造集

“精准医疗服务、保健康养、医疗旅游”为一体的国际现代化
精准医学产业服务平台。项目将提供精准医学（诊疗中心）、
健康数据管理、精准康养、生命方舟等四大
类服务项目。

博鳌·银丰康养国际医院将助力海南发
展“医疗健康+”，助推打造“健康海南”品牌。

慈铭奥亚（博鳌）国际医院

占地面积：100亩
计划投资：5亿元
项目亮点：拥有专业一流的执业专家团队及护理团

队、养生团队、客服团队、管理团队，医院通过全维度健康
管理产品、国际化标准服务流程、双语服务，满足深度体
检、慢病管理、健康养护、辅助生殖、备孕助孕、养生休闲等
医疗旅游需求，打造高端健康养护基地。

项目内容：医院定位为服务于国内外高端医疗旅游及商
务人群、符合JCI（美国医疗机构评审国际联合委员会医院评
审标准）认证的星级酒店式管理，集医、养、教、研为一体的“小
综合、大专科”“医养结合、以养为主”的国际化综合医院。

在海南博鳌成立“中国首家慢病管理医
院”，同时利用海南的特有环境优势，在慢病
医院的基础上创建一流的“国际妇幼辅助生
殖中心”，造福下一代，满足广大人民的健康
传承需求，同时起到示范引领作用。

待开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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