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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鳌乐城药械引进持续发力，6款全球特许药械新品集中落地

产品引进服务升级双提速 守护国人健康更给力
12月26日，博鳌一龄2022自贸港

先行区四特许、三同步、新技术、新药
械、新服务发布会在博鳌举行。发布
会上集中发布了6款全球特许药械新
品，分别在辅助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
或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的危险分层、辅
助心房纤颤患者严重出血事件的风险
预估，辅助诊断肝细胞癌，降低胆固醇
以及肤质年轻化，前列腺癌放疗防护
等方面为国人健康美丽养护提供更多
选择。

诸多国际创新药械在乐城先行区率
先落地，将让更多国人不出国门就能用
上国际先进药械与技术，更好保障身体
健康，也体现海南自贸港和乐城先行区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为守护国人健康作
出更大贡献，助力实现“健康中国
2030”。

国际先进药械加速引进应用

此次集中发布的6款全球特许药械
新品分别是罗氏诊断公司的生长分化因
子-15检测试剂盒、异常凝血酶原检测
试剂盒，诺华公司的新型降胆固醇药物
乐可为Leqvio（Inclisiran），华熙生物
的注射用面部修复材料 CYTOCARE
516、CYTOCARE 532，以及波士顿科
学公司的一次性使用可吸收隔离水凝胶
SpaceOAR System。

这些全球特许药械新品很快将投入
临床应用，从而让国人享受创新医疗技
术红利。海口市人民医院副院长兼心内
科主任陆士娟介绍来自诺华公司的乐可
为Leqvio作为新型降胆固醇药物，用于
治疗成人原发性高胆固醇血症或混合型
血脂异常，“一年只需注射两次，有望带
来降脂治疗突破性的改变，帮助更多患
者实现降脂的目标。”

事实上，乐城先行区一直以来在创
新药械引进上持续发力，通过大力推动
制度集成创新，通过创新深化“极简审
批”等一系列措施，为特许药械的引进、
落地及应用提速。到目前为止，特许药
械进入乐城先行区平均审批用时仅1.8
个工作日，基本实现随到随用。

高新科技成果引进“抢时间”，让
科技更快更好更及时地服务患者，让
患者从科技进步中获益，改善生命质
量。博鳌一龄引进的Rezūm热疗消
融系统落地一周内就接到200多人的
应用申请，拜耳公司的动态血糖检测
系统推动国内血糖检测水平大幅提
升，麦默通最新一代微创旋切系统在
乐城先行区全球首发……海南自贸港
建设的早期收获，让更多国人享受创
新医疗技术红利。

乐城先行区管理局副局长符祝表
示，乐城先行区成立以来在医学创新、园
区发展、制度创新等各方面实现了多项
突破，其中博鳌一龄的成绩具有代表
性。在国内，博鳌一龄积极和各医疗机
构建立医联体合作，与公立医疗机构形
成了很好的互补带动作用；在国际，一龄
积极与全球知名药械厂商建立合作，已
经累计引进全球特许药械共72款，以亮

丽成绩单成为乐城先行区“优等生”，为
国内患者用药用械提供了更多的新选
择。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10月底，乐城
先行区接待医疗旅游人数同比增长
127.22%；今年11月底，特许药械使用患
者同比增长454%，特许药械引进数量也
有了大幅增长，因乐城先行区而获益的
患者正越来越多。

真实世界研究惠及更多国人

这些国际创新药械在乐城先行区加
速落地，使海南自贸港早期收获惠及一
部分国内临床急需患者。而党和国家建
设乐城先行区这一医疗特区，旨在服务
全国人民的身体健康。

如何实现这一路径？乐城先行区在
国家大力支持下，正大力推进真实世界
研究，通过推动这些已在国外获批上市

的先进药械产品加速在国内上市，从而
满足更多国人的健康需求。

以此次引进的异常凝血酶原检测
试剂盒为例。罗氏诊断医学法规事务
副总裁尹琦曼介绍，此次罗氏落地乐城
的产品能够用于辅助诊断肝细胞癌
（HCC），可以为肝细胞癌的早期诊断或
确诊提供依据。对付肝癌，早期诊断是
治疗关键，尤其是在高风险人群中进行
筛查。

这些先进药械使用的数据在未来也
将作为真实世界研究的支撑，推动这些
先进技术更好地应用于国内更广阔的市
场，服务更多国人。

事实上，在乐城开展真实世界研究，
也是我国医疗健康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实践之一。国家卫健委明确，深化卫
生健康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深
化“放管服”改革，主动适应人民健康需
求。未来要集中力量开展关键核心技术

攻关，加快解决一批药品、医疗器械、医
用设备、疫苗等领域的“卡脖子”问题，推
动我国健康科技创新整体实力大幅提
升。

一龄医院管理集团董事长李玮表
示，自2019年以来，博鳌一龄依托乐城
先行区的多重开放政策，与GE医疗、
罗氏诊断、诺华制药、华熙生物、丹纳
赫、波士顿科学等众多国际知名药械
厂商合作，引进的全球特许药械数量
位居园区医疗机构前列，同时也启动
了一批真实世界研究项目，以推动国
际创新医疗产品和技术进入国内市
场，满足国人日益增长的健康和美丽
需求。

据了解，乐城先行区搭建追溯管理
平台、确保用药数据安全，举办永不落幕
国际创新药械展等一系列举措，服务真
实世界研究，打造真实世界研究高地、加
速创新药械进入中国市场等，加快全球

创新药械产品的引入和转化，推动更多
的药物和器械通过乐城先行区走向中国
和国际市场，惠及更多患者。

打造中国医疗对外开放窗口

在先行先试等多项黄金政策加持
下，乐城先行区已经成为中国医疗对外
开放的窗口，80多家全球知名药企通过
乐城布局中国大健康事业，共享海南自
贸港建设机遇。

李玮表示，一龄依托乐城先行区
的“四个特许”政策，与全球30多家知
名药械厂商合作引进全球优质医疗资
源，初步形成国际竞争力，“我们也希
望通过构建大健康医疗生态圈，与国
际知名医疗药械品牌深度合作、互相
赋能，为国人带来更多更好的医疗创
新产品，助力医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进入新阶段、新格局，推动大健康产业
高质量发展。”

此外，在国内顶尖医疗团队的支持
下，乐城先行区打造出一系列超级专科
和优势学科，进一步凸显园区医疗服务

“高水平、高科技、高质量”的特点。
业内人士表示，乐城先行区已经成

为国际新产品、新技术向全国推广的重
要平台。未来这个平台将引进更多和国
际同步的先进产品，整合国际上的优质
资源，能够为海南乃至全国的患者提供
更优质的医疗服务，并帮助建立国际化
的培训体系、新技术推广体系、医疗教育
体系。

2021年海南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提
出，“十四五”时期要加快乐城先行区建
设，促进国际先进医疗资源与国内健康
需求有效衔接，吸引海外就医回流50万
人次、不出国诊疗150万人次。

随着海南自贸港和乐城先行区政
策红利持续释放，诸多创新药械在先行
区落地，将推动乐城先行区进一步打造
中国医疗对外开放的世界之窗，助力海
南成为国际国内双循环的交汇点，构建
国际化高水平高质量的大健康医疗生
态圈。

（本版撰文/元宇 徐淑江）

发布会现场。 阮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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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鳌一龄健康美丽幸福中国生活方式展启幕
打造海南自贸港会展新业态 助力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

逛一逛展会，不仅有沉香、虫草、茶叶、陶瓷、
沙棘、葡萄酒等特色商品，也有科技产品、精美
服装等，还有四川、山东、河南等地的特色小吃。

此次嘉年华活动根据我国各个地方的特
色规划主题区，每个主题区精选地方特产商
品展示，展示内容多达上百种，涵盖非遗文
化、民俗精品、智能生活、服务贸易、科技产品
等多个板块。

逛一场展会，就好像去到中国多个地区
进行了一场旅游，切身体会到不同地区的特

色生活方式。
哈尔滨秋林里道斯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董

事长仲兆敏是展商之一，她说，“与去年展会
相比，今年的展会更多的是展现品质生活，让
更多人发现生活美，享受生活美，充分发挥中
华民族独特文化魅力，提升文化感召力。”

商业的本质，是塑造并引领人们的生活
方式。此次嘉年华通过展示国内各地的生活
方式，让观众不断“打卡”新玩法，同时在展会
中淘到自己喜欢的商品，提升消费体验感。

“通过展示全国各地各类地理标志特产、
特色美食、非遗文化产品、民俗文化等，潜移默
化地引导树立健康生活方式。”一龄医院管理
集团董事长李玮表示，第二届健康美丽幸福中
国生活方式展传承并吸取了去年首届嘉年华
的经验，充分融合了人文属性、国潮文化元素、
生活精品等多种类型，打造生活场景式展会模
式，致力于提高展会展商、观展粘性，通过构建
生活美学生态圈，从而打造属于海南特色的会
展品牌，助力海南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

此次嘉年华既是一场盛大展会，更是一
个商品交易平台。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来
自全国各地的参展与观展客商热切交流，互
通有无，或建立长期合作关系，或采购双方所
需货物，围绕健康美丽幸福生活方式积极推
进商贸合作。

展会对参展商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参
展商们坦言，此次活动汇聚了各地的民俗文
化产品与旅游商品，展现了中华民族优秀传
统文化的魅力，拓宽了大家的眼界，让大家进
一步了解了祖国文化、民俗风情等，更加坚定

了挖掘民族文化内涵的自信，推出更多融合
人文属性、符合生活美学的商品。

好商品，更需要好平台。中远海运博
鳌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丕森介绍，博鳌亚洲
论坛主题公园是由九院、五厅、21房的极具
海南历史风情的琼式小院组成。此次一龄
集团将第二届健康美丽幸福中国生活方式
展放在这里举办，不仅能让来自五湖四海
的客商沉浸式体验海南本土自然风貌及东
屿岛宝贵的渔村记忆，更是让大家在以展
兴业、以展促贸、以展促融、以展带货的同

时，多了解海南自贸港政策，在文化、旅游、
经济等领域与海南形成全新合作，共享海
南发展机遇。

李玮表示，一龄集团作为最早进驻乐城
先行区的医疗机构之一，经过多年探索初步
实现从“产业闭环”迈向“商业生态圈”的系统
化构建，此次展览旨在搭建一个集中展现健
康美丽幸福生活方式的平台，打造自有产业、
特色产品、特色服务的文化交流场景，加强跨
界交流合作和商业串联，形成互联互通的产
业供需适配平台。

会展产业也是海南“十四五”规划发展的重点
产业之一，海南在未来五年内将积极推动会展业与
重点产业融合发展，完善酒店等公共服务配套。用
好博鳌这一金字招牌，则是海南自贸港发展会展产
业的关键一招。

此次会展活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海南会展产
业现有“会多”“展少”的短板。琼海市政府相关负
责人表示，该市一直在积极引进更多企业在琼海办
会办展，尤其是培育出海南、琼海或乐城本地的会
展品牌。将为企业提供开放、创新、优质的营商服
务，精准开展招商对接，广泛带动酒店餐饮、旅游、
交通、免税购物、贸易投资等领域协调发展。

此次以嘉年华形式办新型会展，也为琼海大
力发展会展产业提供新的思路。业内人士表示，
通过气氛轻松、内容丰富的嘉年华活动，更好地展
示琼海市的独特魅力和发展潜力，从而吸引更多
人前来琼海举办更多国际性、全国性、区域性会
议、展览活动。

据悉，琼海始终坚持发挥博鳌亚洲论坛品牌效
应，借力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医疗产业发
展模式，探索在常规学术论坛之外，加大力度促进
商贸交易等，搭建以商招商的平台，创造全新价值，
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添能蓄势。

此次嘉年华活动通过以展兴业、以展促贸、以
展促融、以展带货，积极推动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
在文化、旅游、经济等领域全面融入海南自贸港建
设，共享海南发展机遇。 (本版撰文/元宇 徐淑江)

绽放文化自信，用东方美学展示品质生活

会、展、销结合，探索会展经济新模式

助力会展产业发展
共享自贸港新机遇

12月 28日晚，在热情的民
谣音乐与满天绽放的焰火中，博
鳌一龄2021年度欢乐嘉年华暨
第二届健康美丽幸福中国生活方
式展在博鳌亚洲论坛主题公园火
热开幕。

此次展会包含古装沉浸式体
验、精品雅集博览、云飞演唱会、
民谣音乐吧、创意烟花秀、中华美
食节、国潮快闪大巡演、专项推介
活动、狂欢电音节等九大亮点，在
展示全国各地各类地理标志特
产、特色美食、非遗文化产品、民
俗文化的同时，也与海南特色文
化、与琼海本地物产有机结合，以
会带展、以展促销，助力海南建设
国际旅游消费中心。 博鳌一龄2021年度欢乐嘉年华暨第二届健康美丽幸福中国生活方式展在焰火中开幕。

身着特色服饰的巡游队伍吸引众人目光。
开幕式现场。

（本版图片均由一龄医院管理集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