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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四川好医生攀西药业有限
责任公司董事长耿福能

狙击
“寨卡”首战告捷：
博奥晶典中国智造创
“芯”路

中医药发展迎来
两大国家战略交汇期
本报记者 龚友国 刘凌林

本报记者 石岩

“ 十 三 五 ”开 局 之
年，
“ 创新”仍然是今年

看着电脑屏幕上出现了一条漂亮

全国两会期间的一大

的抛物线，博奥生物集团寨卡病毒检

热词。

测试剂研发团队的成员们忍不住地高

“强化创新引领作

呼起来：
“太好了，
真做成了！”

用，为发展注入强大动
力”。李克强总理在３

测寨卡病毒产品就诞生于此。对于这

月５日所作政府工作

个在近期和“埃博拉”病毒一样引发世

报告中将创新驱动放

界广泛关注的“寨卡”，
终于有了“火眼

在突出重要位置。报

金睛”的快速检测方法。遥想 13 年

告说，创新是引领发展

前，
当“非典”病毒肆虐之时，
同样是在

的第一动力，必须摆在

这里，博奥生物集团短短 7 天时间就

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

博奥晶典实验室

仅用 3 天时间，中国首个快速检

研发出了专用于 SARS 病毒检测的基
因芯片。
为生命科学与集成医疗（包括预
测、预防和个体化医疗）领域开发及提

耿福能

位置，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创新’一词被提及近 60 次，
可见创新驱动发展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全国人大代表、
四川好医生攀西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耿福能接受《中

供创新性技术和服务的博奥生物集

国企业报》记者专访时说，创新概念已深入人心，各种新产

团，
在平衡公共事件和市场需求上，
反

书、第一项生物芯片外国专利授权，
推

创新？还是把投入大笔经费所得到的

应为何如此之快？

出世界第一张转录因子活性谱芯片、

专利转化为造福民众的产品？”

用北京博奥晶典生物技术有限公

世界第一张遗传性耳聋检测基因芯

司（以下简称“博奥晶典”
）总裁许俊泉

片、第一张结核耐药检测芯片，
起草国

的话说，
“这或许是博奥生物集团始终

家标准、行业标准……

为其自身的发展提供了无限可能。

业、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
释放出了巨大的创造力。
谈到如何实现创新，耿福能认为，产业的发展，其突破

在美国，仅生物芯片就带动了一

给创“芯”
更肥沃的土壤

口就在于自主的系统品牌建设和创新，走品牌突围的路

“我国设立的生物芯片国家工程

在国内生物芯片产业起步相比国

新，更是思想意识的创新。打造企业自主品牌是企业发展

在研发实力得到前所未有的充实

研究中心，就是要以此带动一个产业

外晚十年的大背景下，博奥生物为了

的第一步，也是企业发展的基石。
“正如总理政府工作报告

下，为了让科研成果有益于国家和社

的发展。”许俊泉告诉记者，以建立生

不受制于人，创立之初就决定要打造

中提到的企业要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增品种、提品

会，在落实博奥生物集团“产学研用”

物芯片的技术平台为例，这关乎的不

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平台。

质、创品牌”。

十六年基因路

一 体 化 宗 旨 的 前 提 下 ，博 奥 晶 典 于

仅是一个简单的产品，而是围绕其打

“有了科技基础和创新的技术，
再

耿福能告诉记者，目前，从事自主创新的各类企业，基

2012 年正式注册成立，以往，博奥生

造整套生物芯片技术平台以及围绕它

把这些技术转化为产品，这些过程特

本上是处于“单打独斗”或“全线出击”的状态，大大限制了

许俊泉,这位在博奥生物集团核

物的三大支柱板块：科研服务、医学技

的应用产品。涉及了制造业、信息业、

别考验企业，尤其考验从研究转型做

各类企业自主创新的步伐。

心子公司中，承担着集团快速证券化

术和科学仪器，均归属于博奥晶典业

通讯业、医疗诊断等诸多方面。所以，

产业的人。
”
许俊泉说。

和产业化使命的博奥晶典负责人，对

务范畴之中。

它是一个产业链。

坚持着‘产学研用’所产生威力的显
现。
”

整个产业。

子，实施品牌突围战略。自主品牌创新不但是技术的创

在 3 月 5 日下午的四川省代表团全体会议上，对于自

许俊泉认为，博奥生物历经三年

主创新，
耿福能在发言中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如何让墙上的专利更好地走出来”似

博奥晶典作为核心子公司，承担

“我们提出的‘全人全程’，
就是从

研制出的世界上第一个遗传性耳聋

他建议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作

乎有了更确切的答案：通过整合优势

了博奥生物集团快速证券化和产业化

人的出生开始，通过基因检测防控出

基因检测芯片，可使耳聋基因检测成

用，希望千方百计增加财政对科技的投入。国家政策对欠

资源，使博奥晶典继承集团核心技术

的使命，通过整合集团的海外子公司

生缺陷，
一直到疾病诊断，
再到健康调

为临床可行的诊断手段，为耳聋残疾

发达地区的企业搞自主创新给予政策倾斜。其次，要大力

的同时,成为拥有科技研发、成果转

和生产基地，
成为拥有科技研发、成果

理，
人的生老病死，
我们的生物芯片技

从干预救助向预防减残的迈进提供

营造浓厚的创新氛围，更加重视和关注创新工作，使各类

化、产品生产和商业营销的实业集群，

转化、产品生产和商业营销的实业集

术每一步都能参与进去。
”在许俊泉看

了切实可行的工具。目前，该产品已

企业进一步增强创新意识，更好地发挥技术创新主体作

将基因产业快速从实验室走向大众，

群。许俊泉说，
“ 一方面，集团卓越的

来，
“芯”产业链的布局，
与民生息息相

经获得台湾地区医疗器械许可证书，

用。同时，鼓励企业自主创新体系建设。加快科技企业孵

实现市场化。

研发实力为博奥晶典提供了强大的后

关。

成为中国大陆首个获得台湾地区颁

化器、知识产权及科技成果转化等公共服务机构的建设，

发的医疗器械许可证的基因检测类

提高中小企业科技创新能力。

而在基因科技推动医疗、健康和

盾。另一方面，博奥晶典还要及时地

农业等多个领域发生革命性变化的大

把市场需求反馈给集团，与母公司打

新，
打造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技术平台，

环境下，对于我国起步相对较晚的生

‘配合战’
。寨卡病毒快速检测产品就

研发了一系列基因检测产品，很多产

随着“中国智造”提上日程，会有

物芯片行业，
要想实现“走家串户”，
还

是在我们得到市场需求之后反馈给集

品已经普惠大众，例如遗传性耳聋基

越来越多原创性的技术和产品在我国

有着不小的挑战。

团，由集团研发成功后再交给我们铺

因检测芯片。2012 年，北京市率先通

诞生。而这与市场的不利环境矛盾叠

向市场。目前该产品已出口到拉丁美

过政府为民办实事的方式对全市新生

加。

洲。
”

儿进行免费耳聋基因筛查，
随后，
该项

“对于像我们这样的高新技术产

目在成都、长治、南通、郑州、太原、新

品、新兴企业来说，
还需要政府甚至社

我国不仅在突发疫情公共安全事件面

疆等地陆续开展。截至目前，全国使

会层面给予一些扶持。我们需要一个

成立仅 4 年的博奥晶典实际上已

前可以快速开发出病毒检测产品，还

用耳聋基因筛查芯片筛查的新生儿已

更为有利的成长土壤，需要一个更规

随“母体”博奥生物走过了 16 年的基

有中国制造的中国“芯”已走向全球各

超过 130 万人，发现近 6 万人携带耳聋

范的配套政策。”许俊泉表示，政府层

因产业历程。

地。

基因，数万家庭因此受益。这是全球

面在这方面做出了一些可喜的改变，

布暨合作发展恳谈会在北京河南大厦举行。该博览会是

最大规模使用分子检测技术对遗传性

包括现在针对医疗器械自主创新产品

商务部列入 2015 年重点引导支持的展会。由中国食品工

疾病所做的筛查。

开通了绿色通道，这些都是对创新产

业协会、河南省直管县体制改革领导组办公室、河南省工

品的有力支持。

业和信息化委员会主办，河南省食品工业协会、河南省永

“在中国制造黄金十年之后，
迎来
了转方式、调结构、上水平转型升级，
而博奥晶典更愿用‘芯’诠释中国智
造。
”许俊泉说。

而目前让许俊泉引以为傲的是，

“当时，
我们面临的形势是非常严

据了解，博奥晶典生产的产品及

峻的。
”许俊泉回忆道，
“如果错过了初

服务已出口北美、欧洲、亚洲等 30 多

期发展，在这一领域我们将丧失话语

个国家和地区。其中，诊断用生物芯

权 。”在 这 样 的 形 势 下 ，博 奥 生 物 于

片及相关仪器产品已进入英国、德国、

2000 年应运而生。

日本、新加坡等国家的数百家医院用

其实，博奥生物的起步并非一帆

于疾病诊断。

风顺。中国生物科技行业起步晚、基
础差的现实让博奥生物的发展容不得
半点懈怠，也正是这股脚踏实地的拼
劲让他们在产品研发中成果频出。

布局“芯”
产业

16 年 来 ，博 奥 生 物 通 过 不 断 创

而这仅是博奥生物诸多应用于民

产品。

生的自主创新产品之一。
目前，博奥生物已经实现向国内

“我国中医药发展已经列为国家战略，又将创新列入

用国际领先的基因技术造福民
生，是博奥晶典始终坚持自主创新、

外生命科学研究、医学检验、分子育

“中国智造”的初衷。
“ 下一步，公司还

种、农林畜牧、新药研发和食品安全领

将继续以构建前沿生命科学整体解决

域提供仪器设备、配套试剂耗材、科研

方案为目标，加速新一代基因检测技

服务外包、实验整体解决方案等。

术行业的发展。”许俊泉说，公司要做

“怎么平衡关键技术研发与产业

作为承接集团核心业务的输出平

的就是立足于集团巨人之上，持续创

16 年来，博奥生物先后获得了中

市场化的关系？”许俊泉时常这样反

台，博奥晶典继续延伸着博奥生物全

新、运用更先进的技术手段加速产品

国第一张生物芯片国家医疗器械证

思，
“ 是为了科研而科研、为了创新而

产业链、涉足领域广的特点，
这一特性

市场化进程，
以
“芯”
为始走
“心”
路。

国家战略，这对我们民族医药行业的企业起到很大的鼓舞
作用。
”
耿福能说。

资讯
第八届中国（永城）面粉食品博览会将办
2 月 27 日，第八届中国（永城）面粉食品博览会新闻发

城市人民政府承办。此次博览会拟定于 5 月 22 日至 25 日
在河南省永城市会展中心举行，国际标准化展厅、展位，全
部免费使用。

企业级移动应用产业论坛在京召开
近日，和创科技联合复星昆仲、东方富海、新华都商学
院共同举办的“2016 中国企业级移动应用产业论坛暨和创
科技新三板挂牌庆典”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隆重举行。据
此次论坛发起方和主办方——和创科技 CEO 刘学臣介绍，
“此次论坛的主题定义为‘和你一起，创想未来’，就是希望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科创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何俊明

聚合学界、业界、资本界等的智慧和力量，梳理企业级移动

应立法对中药材、中成药进行量化检测

市场的机遇和挑战，从而更好地引导和助推国内企业级移

本报记者 龚友国

医药主流市场，大部分只能在华人圈

此。部分厂家就利用这个管制真空，

子里使用；
二是中成药虽然接受度高，

采取加大广告营销的方式进行销售，

应用市场的生态环境，探讨企业级移动应用厂商如何迎接
动应用市场的发展。
”

汝康食品全国市场质量追踪报道启动
2 月 28 日，
“3·15 汝康——与我同行”汝康食品全国市
场质量追踪报道启动仪式在江苏镇江体育馆隆重举行。

近日，科创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

副作用小，并经历过几次大的价格整

完全不顾药效。所以，应该强制量化

何俊明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

顿，但大多数老百姓还是认为目前药

检测，比如含麝香 5 克与 1 克，价格肯

时表示，中医药是中华民族五千年优

价偏高，这就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医

定有所区别，应让老百姓消费得明明

秀文化历史结晶，
从“十二五”开始，
中

药产业的发展。而要解决这个问题，

白白。另外，我国现行的中药质量标

医药就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屠呦呦在

在“十三五”期间，
国家可以通过立法，

准不能完全参照西药的标准制定，选

国际上获得诺贝尔医学奖，作为传统

对中药材和中成药进行量化检测和管

定某一中药的“有效成分”、
“ 活性成

方面的自信，
在保护消费者权益方面的自觉。

医学的中医药再次引起国际医学界的

理，特别是增加对中药材生产经营企

分”或“指标成分”制定标准，
这种方式

关注与认可，我们要抓住这个难得的

业的质量量化管理的投入力度。

不能将中药复方制剂、多成分的特点

香港牵手北京共同鼓励青年创业

何俊明介绍，
量化检测非常重要，

庆在致辞中表示，恰逢 3·15 来临之际，汝康隆重举行全国
市场质量追踪报道启动仪式就足以表明我们在产品质量

涵盖在内，也使得部分制药厂为了追

我国中药产品的出口受到国际市场的

求药性而在中药中添加西药成分，建

何俊明告诉记者，中医药在发展

诸多限制，
其中以重金属、农药残留和

议进行修订。

中也面临诸多问题，比如，到目前为

微生物限量为主。我国被拒之门外的

医疗健康养生产业也是何俊明关

止，
中药材、中成药都没有量化检测设

中药产品，60%以上是倒在绿色壁垒

施，这就影响了中医的国际化进程。

业快速发展并走出国门，
走向国际。

社会责任宣言。江苏汝康食品商贸有限公司董事长吴红

何俊明

发展机遇，
让中医、中成药这个传统产

在活动仪式上，江苏汝康食品商贸有限公司正式对外发布

3 月 4 日，香港专业人士（北京）协会·创新工商委员会
成立典礼在北京举行。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梁振英

器械等都应该是大健康产业。在庞大

先生，北京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北京海外联谊会会长戴

的人口数量、老龄化加剧、技术突破、

均良先生，香港专业人士（北京）协会荣誉顾问、全国港澳

注的重点，
他表示，
应该明确医疗康养

互联网+、医疗体制改革等背景下，中

研究会会长陈佐洱先生等出席会议。香港专业人士（北

之下。何俊明认为，由于中药材品种

产业包括哪些范围，
只有范围明确了，

国的医疗健康产业必将迎来井喷式发

京）协会会长冯国佑介绍，协会宗旨即在于响应中央“大众

一方面，中医药虽然传播到世界 100

不同，用量、含量不同，必然导致价格

才能分类指导重点培育发展。凡是关

展，到 2020 年，中国医疗健康产业总

创业、万众创新”政策 、支持特首及特区政府鼓励青年人

多个国家和地区，但仍难以打入国际

差异很大，特别是名贵中药材更是如

系到人的生命健康的食品、医疗设备

规模突破 8 万亿元完全可期。

创新创业、协助内地创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