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瀚海集团副总裁卢江就打通北美生物医药创业
企业的途径作主旨演讲。

海南纵横博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澳大利亚独资企业）

海南纵横博纳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澳大利亚独资企业）是一家在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国家战略下
新兴的专门从事国际创新创业服务
的专业化公司，由国内外知名创业
导师、天使投资人和创业领域专家
联合发起，由从事创业孵化服务行
业多年经验的海外资深人士注册成
立。公司通过跨境交流、经验共享、
对外合作的方式，致力于企业创新
服务、创新咨询与辅导、人才引进、
国际合作、跨境加速、技术推广、投
资等层面立体化帮助创业企业成
长，并与境内外政府、大企业、大

学、孵化机构与协会等深度合作，
专注开放式创新合作，打造全球专
业的创新创业服务生态链。

上海游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YooGather游聚文化，致力于为
城市打造电竞产业集群、整合产业资
源、推动产业发展；为电竞企业提供行业
交流、行业咨询和股权投资，对象包
括：游戏开发、电竞赛事、电竞俱乐部、
电竞泛娱乐、电竞中心和电竞产业园等。

上海苏河汇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苏河汇投资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于 2012 年在上海苏州河畔
创立，通过将存量空间翻新改造
后，为中小企业提供拎包入住的服

务式办公空间，并对入驻的企业提
供完善的孵化服务和资金支持。
创立以来，通过覆盖全国的苏河汇
办公空间和服务团队网络，帮助数
以万计的创业者组建团队、完善产
品、对接资金、整合资源，把想法付
诸行动并实现跨越式发展。

上海睡眠中心

2018 年 6 月 28 日上海首家中
美合作国际睡眠诊疗中心揭牌。
该中心是由上海中医药大学、上海
国际医学中心、美国德州医学中心
睡眠诊疗中心共同合作成立，突出
诊疗的中医特色，是集睡眠问题诊
断、治疗、康复为一体的综合平台，
也是上海国际医学中心与中医药

大学联合探索国际合作之范例。

上海优卡迪生物医药科技公司

上海优卡迪生物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优卡迪）成立于2015
年 2 月，是致力于细胞免疫治疗的
高科技企业，尤其是在嵌合抗原受
体 T 细胞技术（CAR-T）方面的开
发及临床治疗应用。目前优卡迪在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里已经建成兼
顾技术研发、医院临床应用功能的
标准GMP级别洁净实验室，可为血
液系统肿瘤、实体瘤等肿瘤疾病、免
疫系统疾病及其他病患提供优质而
有效的细胞免疫治疗支持。

公司2015年5月开始与国内多
家大型三甲医院血液科合作开展

复发难治性白血病的 CART 治疗
临床研究，其中首例接受治疗患
者即成功获得缓解（CR）并持续至
今（2015年5月接受治疗）。

北京硬创空间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硬创空间有限公司作为专
业科技服务机构，以科技成果转化
平台和七星公共服务平台为基础，
通过服务北京地区“中关村智造大
街”“侨梦苑·中关村智造产业园”等
园区积累了大量的产业规划、产学研
用、公共服务和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经
验。将通过围绕海口市人民政府的产
业规划，协助海口市构建科技服务生
态、打通央地科技服务资源，携手创
新、共建海口科技引领新格局。

贯彻落实“两个确保”，海口高新区举办2019科技创新与园区高质量发展论坛

聚焦医药产业谋划新项目

9 月 11 日上午，在海
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背景
下，海口国家高新区联合
海南省科学技术协会、中
国技术创业协会等多部门
举办“2019科技创新与园
区高质量发展论坛”。来
自国内外 350 余位知名
行业专家、创业企业家相
聚椰城，聚焦医药产业、创
新创业等方面开展广泛深
入的讨论。其中，上海临
港集团邀请了26家企业
参会。

此次论坛是围绕国家
科技部与海南省共同印发
《加快海南科技创新开放
发展实施方案》，为探索构
建具有海南特色的区域创
新体系，促进人才、资金、
技术、成果等创新要素的
集聚和发展。不仅是科技
创新与园区发展领域一次
全国性的经验交流和分享
盛会，也是海口国家高新
区和相关部门贯彻落实
“两个确保”百日大行动，
营造优良的营商环境，坚
持制度科技创新的集中体
现，将有效促进我省科技
创新与产业园区高质量发
展，助力海南自贸区自贸
港建设。

当天的论坛共分为主题演讲、
圆桌论坛、平行会议等环节。

活动特邀了海南省委深改办
（自贸办）处长李宇飞、上海市创
业中心主任朱正红、杭州贝壳社
中国区CEO范志强、瀚海集团副
总裁卢江、PayPal投资人/第一财
经独角兽评委 Peter Davison、
车库咖啡联合创始人金子森、四
川成都天府新谷集团董事长王
明新围绕制度创新、政府改革、

知识产权、人才引进、科技金融
和国际交流合作等科技创新创
业要素，全面提升营商环境，加
大招商引资引智力度，加快推动
园区高质量发展等内容进行主
题演讲。

在圆桌论坛环节，韵网（北京）
科技有限公司CEO颜振军、北京
大学创业训练营横琴基地总经理
刘翔、北京知识产权管理公司副总
经理郑衍松、上海临港集团漕河泾

科创中心总经理赖浩锋、中国技术
创业协会生物联盟秘书长芮国忠，
以科技创新与招商引资、科技创新
与产业培育，科技创新与营商环
境、科技创新与知识产权为主题展
开探讨。此外，三个平行会议设三
个主题，分别是围绕国际离岸创新
创业基地建设、知识产权服务高地
建设、招商引资（智）推介等主题进
行专题讨论。

“目前，许多园区正处于高质

量发展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此
次论坛中，全国乃至全球专家集
聚，分享经验，对于园区发展有很
好的推动作用。”目前海南正在
扎实推进自贸区自贸港建设，
海口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中，
如何实现“弯道超车”，王明新
表示，“海口应该在总结全国乃至
全球经验的基础上，更好地把创
新、园区、科技孵化相融合，实现
提质增效。”

为了实现制度创新，推动贸易
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海口国家高
新区目前正在打造国际医药离岸
创新创业产业园。

离岸创新创业示范区建设的
目的是探索海外高端人才引进新
机制，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创新
链、价值链，建设立足区域、服务全
球的海外创新资源的集聚平台。

“离岸的目的是不离家，离岸
是为了更高水平‘引进来’，更加

有效‘走出去’。”对于海南离岸孵
化的建设，王明新建议，海南要将
自然禀赋和创新进行融合，要有
很强的针对性全球抓药，这样离
岸孵化才具备精准性、稳定性和
成功性。

而海南启动自贸区自贸港建
设后，海口高新区已建设两个离
岸基地，即国有的海口国家高新
区创业孵化中心和民营的海南聚
能科技创新研究院两个孵化载

体；同时设立“南非创新合作中
心”“新加坡—海口国家高新区国
际创新创业中心”，整合构建境外
人才库和跨境合作服务机构。有
助于将更多高层次人才和先进技
术“引进来”，带动更多企业“走出
去”；吸引和集聚海外高端人才和
创业者；同时，支持促进海外人才
开展离岸研发、离岸贸易和离岸
金融等业务。

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管委会副主任韩宝富表示，海
口高新区将加强与全球领先的科
研创新机构的交流合作，通过低
成本、全要素、配套成熟的空间载
体为基础，专业服务为核心的孵
化模式，引进海外高层次创新人
才，集聚一批站在前沿、具有国
际视野和能力的领军人才和团
队，建立一批院士工作站，同时推
进本土企业和人才加入国际创新
网络。

医药产业是高附加值产业，也
是海口高新区的支柱型产业。

多年来，海口高新区一直将
生命健康产业作为园区重点产
业发展领域，致力于引进全球
先进医药、医疗器械、保健品以
及先进医疗技术的生产和研发
机构。

中国出好药，好药在海南。海
南是我国唯一的热带陆海海域省
份，热带药用植物资源丰富，有“天
然药库”之称。药用植物有2000
多种，占全国的40%。医药制造

业、医疗器械、医疗健康等产业的
发展速度相较于全国平均发展水
平具有比较优势，且具有一定的竞
争力。

目前，园区引进齐鲁制药、葫
芦娃、康芝药业、海灵化学制药和
双成制药等近百家一流生产研发
机构入驻，制药企业占全省五成
以上，形成了以冻干粉针剂、粉针
剂、缓控释制剂等新型制剂、多肽
类产品为特色的医药产业集群，
中国首仿肺癌靶向药吉非替尼等
重磅新药在这里走向世界，打破

了国外医药巨头垄断格局。维力
医疗、雅葆天维等外向型企业先
后落户美安科技新城，九州通、华
健等大型现代化医药物流服务平
台，则有效整合了海南健康行业
资源，助力园区大健康产业蓬勃
发展。

“生物医药产业是以技术创
新为引领，其上下游产业链非常
长，产品后续的注册、生产以及使
用推广是个短板，通常情况下生
物医药上下游产业链都会密集集
聚在一个地方。”范志强认为，“海

口高新区药谷生物医药的产业集
聚，将不同类别的企业集聚在一
起，这是产业创新和产业发展的
必要条件。”

对于医药产业发展，韩宝富
建议在海南建设以医药（包括器
械）、功能性特异食品等产业方
向为主的国际离岸创新创业示
范区，对标国际上公认的竞争力
最强的自贸区（港），打造科技创
新生态，提升营商环境，推动吸
引重大外资项目与培育高科技企
业并重。

大咖云集分享经验 助推园区转型升级

科技创新 打造国际医药离岸创新创业产业园

聚焦医药 助力大健康产业蓬勃发展

2019年1-7月

医药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96.1亿元

同比增长9.7%

完成营业收入92.4亿元，同比持平

签约企业介绍
完成营业收入

2018年医药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

同比增长

元139.8亿
2525..88%%

同比增长

元157.2亿

1010..88%%

（策划/曹果 文/曹果 符贻萍 梁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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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科技创新与园区高质量发展论坛现场。 本版图片由海口高新区提供

海口国家高新区与
多家集团公司签约合作

9月11日，在2019年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背
景下，科技创新与园区高质量发展论坛在海口举办，
本次论坛让许多企业对生物医药产业的离岸创新创
业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也促进了省内外孵化器的
交流合作，从而为双方发展带来更多机遇，互利互
惠，实现共赢。本次论坛还促成14份签约合作，其
中6家集团公司与海口国家高新区分别进行签约，
澳大利亚独资企业海南纵横博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现场注册落户高新区。

在“一带一路”倡议和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的
时代背景下，为响应党中央和国务院推动中小企业
创新创业升级政策要求，提升海口国家高新区整体
创新创业水平，甲乙丙三方经充分协商，以“优势互
补、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合作共赢”为主题，决定就
推动产业发展升级、人才升级、科技创新、成果转化
等方面开展密切合作，达成以下意向合作签约，签约
集团公司分别是：上海苏河汇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与高新区管委会和上海临港集团签约、上海睡眠
中心与高新区管委会和上海临港集团签约、上海游
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与高新区管委会签约、北京硬
创空间科技有限公司与高新区管委会签约、上海优
卡迪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与高新区管委会签约；
澳大利亚独资企业海南纵横博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现场注册落户高新区。

此外，海口国家高新区、中国技术创业协会、海
南省知识产权协会签订三方合作意向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