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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府建设
“国际生物城”
撬动 5000 亿元健康枢纽产业
本报记者 龚友国

生物医药产业良好的发展前景和
蓬勃的生命力，引起了国家的足够重
视，
近年来，
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在不断
加大对生物医药的投入力度，从政策
和资金等各方面扶持生物医药产业。
在这一背景下，成都市近日发布了成
都天府国际生物城的相关规划及政
策。其中，将成都天府国际生物城将
打造成一个高达 5000 亿元总产出、引
领和带动全国生物产业充分参与国际
竞争的创新枢纽。

促进国际合作
生物医药产业是最具发展潜力的
朝阳产业，在全球新一轮科技产业变
革中，
是创新创业最为密集、投资最为
活跃的领域之一。
促进中古合作企业座谈会在成都高新区举行

“成都天府国际生物城将整合医
学、医药、医保、医政资源，
按照产城融
合和生产、生态、生活三位一体规划理

拥有硕士以上学历，区内生物产业现

照“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原则，
制定

念，发展生物医药、生物医学工程、生

有国家“千人计划”
人才多达 25 人。

出台了国际生物城产业扶持政策“黄

打造生命健康小镇

物服务、智慧健康等主攻产业和生物

“成都高新区与古巴的合作可以

金 40 条”，从金融支持、产业资金支

环保、生物制造、生物农业、制药机械

说是优势互补、一拍即合，
而且拥有非

持、人才支持、配套支持、招商引资奖

有别于传统工业园区，打造国际

设备等辅助发展产业。
”成都高新区管

常广阔的发展前景。
”鲜荣生说，
成都

励等五个方面，
加大扶持力度，
着力吸

范儿的生命健康小镇也是成都天府国

委会副主任、成都天府国际生物城筹

天府国际生物城招商工作正在紧锣密

引国内外生物产业人才、企业和成果

际生物城的规划定位之一。

备执行组组长鲜荣生介绍，
新的《产业

鼓地展开，与央企、世界 500 强的战略

集聚发展。

规划》，
明确了成都天府国际生物城的

合作，与古巴、德国等国的合作，与多

发展目标。

位诺贝尔奖得主的合作正在顺利、有

国际生物城出资 10 亿元建立母基金，

提升城市产业价值和产业能力，促进

序推进当中。

吸纳社会资本参与，设立总规模不低

产业升级、聚集人口与资本，
调节城市

于 100 亿元的产业发展基金。

经济结构等独特功能。

根据目标，预计到 2020 年，成都

在产业基金方面，将由成都天府

根据规划，成都天府国际生物城
是以生态、产业和城市有机结合，
具有

天府国际生物城全口径总产出将达到

截至目前，成都国际生物城招商

500 亿 元 。 未 来 将 围 绕 产 业 发 展 中

工作入库项目 149 个，其中已签约项

股权投资方面，
对处于种子期、初

在做规划时，天府国际生物城紧

“人”的根本因素，
突出“以人为本”，
园

目 20 个，拟签约项目 17 个。已签约及

创期的企业，给予企业最高 300 万元

紧抓住“一带一路”、
“健康中国”等国

区未来将新增人口 20 万人，其中包括

达成合作意向团队中含诺奖团队 2

的优先股股权投资（无投票权）支持。

家战略实施的契机，城市建设以打造

顶尖人才 1000 人，
高端人才 5000 人。

个，两院院士团队 1 个，国家千人计划

在债权投资方面，给予企业最高

宜产宜居、绿色智能的国际生物城为

据了解，成都天府国际生物城总

团队 4 个，海外归国高层次人才团队 9

5000 万元的债权投资支持,对特别重

目标，
园区将形成“一江一心三廊九组

规划面积 44 平方公里，定位于打造

个。已成功签约引进了由世界 500 强

大项目，
可采取定制、代建等方式解决

团”的空间布局以及“五横五纵”融入

“全球知名生物产业双创人才栖息地、

医药企业默沙东、四川普莱美生物科

企业生产过程中对厂房的需求。

大成都的交通路网体系，与位于中轴

世界级生物产业创新与智造之都、国

技集团合作共建的创新药国际研究中

际范儿的生命健康小镇”，力争在 5 年

心及转化医学中心项目、中国中药公

质企业租用生物城产业发展载体的，

区、成都科学城以及位于东翼的龙泉

内打造成为国内一流、全球知名的生

司中药配方颗粒生产基地及西部总部

给 予 最 高 100% 的 房 租 补 贴 ，最 长 5

汽车城，
在功能上互补，
在空间上紧密

物产业聚集区。他们将通过与古巴、

项目、全球领先的强新生物癌症干细

年。对涉及 2000 亿元市场的药企产

衔接，共同构建天府新区的“产业之

欧美生物产业的“国际合作”，与中国

胞靶向药物生产基地项目、中美前沿

品一致性评价方面，也给予了优惠。

钻”
。

国药集团的“政企合作”以及打破行政

生物医药夏普莱斯创新研究院等一批

作为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试点地

据悉，成都天府国际生物城将充

壁垒的“区域合作”三大模式，面向全

重点项目。

区，鼓励企业按此制度申报药品。对

分利用区域内的优势资源，
以“生态优

突出贡献的个人，给予最高 5 年连续

先，
海绵城市”理念建设的万亩森林湿

奖励。

地公园，
打造绿色低碳产业园。同时，

球范围配置资源，
创新园区发展模式。

目前，
正在积极、扎实推进加拿大

在固定资产方面，对新引进的优

将古巴列为重点合作伙伴，是因

全球新药商业化中心、以色列植物药

为古巴拥有先进的生物医药技术资

产业化基地、中德医学检测中心、中英

“和国内许多园区侧重事后补贴

源，
其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迅速，
多种技

（成都）生命科学产业技术推广中心等

的方式不同，国际生物城扶持政策通

术、成果达到全球领先水平。而成都

国际合作项目。

高新区具有发展生物医药产业的良好
资源禀赋。
数据显示，去年成都高新区生物

七大政策亮点

的高新南区、新川科技园、秦皇寺商务

在现有交通条件的基础上，将规划形
成
“五横五纵”
的对外交通体系。

过事前和事后补贴相结合的方式，积

不仅规划优化轨道交通，同时内

极运用债权、股权、融资租赁等资本手

部交通将依托生态绿隔和主要市政道

段，
紧密联系生物产业研发、生产各环

路，在规划区内划分 8 个交通小区，每

节，有针对性的加大事前补贴力度。”

个小区将构建自成体系的道路系统，

产业营业收入达 204 亿元，同比增长

为了鼓励和吸引更多高端企业和

鲜荣生表示，科学细化资金管理和资

形成路幅窄、高密度的支路系统，以

20%。截至去年年底，已集聚生物企

人才，成都天府国际生物城依托成都

金分配，能最大限度发挥产业扶持资

25 处立交与对外道路高效转换，通过

业 900 余家，近 3 万从业人员中约 10%

高新区、双流区现有产业政策体系，
按

金的倍增撬动作用。

环形干路快捷联系内部各组团。

阳光人寿推出
精准定向防癌保险

资讯
瑞宝力源重组控股永安信实现战略
“双转型”
日前，瑞宝力源集团暨中国力源控股有限公司全面重组永安信控股有限公

近 年 ，虽 然 癌 症 发 生 率 持 续 走

甄选出男女不同的四种高发癌症，推

司发布仪式在京召开。发布仪式上，瑞宝力源集团暨中国力源控股有限公司董

高，但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升级，原

出精准定向的恶性肿瘤保障产品

事长刘琅、永安信董事长乔志杰签署重组战略协议。

本令人畏惧的癌症已经不再等同于

——阳光人寿臻爱两全保障计划。

此次重组，瑞宝力源集团暨中国力源控股有限公司将成为永安信的绝对控

绝症。然而在治愈率提升的同时，治

这款产品在男性癌症中选择肺

股方，永安信董事长乔志杰作为重组之后的力源控股金融战略的总负责人，这

疗费用也是水涨船高。以乳腺癌为

癌、肝癌、食道癌、前列腺癌作为保障

标志着瑞宝力源集团暨中国力源控股有限公司与永安信控股全方位深度合作

例，根据北京三甲医院乳腺科医生的

内容，这四种癌症发病率占男性癌症

的正式启动。

介绍，治疗费用最少要花 15 万元，若

总发病率的 46%；女性癌症中选择乳

瑞宝力源集团暨中国力源控股有限公司为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整合各类

选择副作用小、效果好的治疗方式和

腺癌、子宫颈癌、子宫癌、卵巢腺癌作

优质资源与资金，以政府为主体，实行“统一规划，合作共建，独立运营，利益共

用药，
费用更高。

为保障内容，这四种癌症发病率占女

享”的运行模式，联合数十家央企、知名民企以及规划和研究权威机构组成两万

然而纵观市场上的重疾险，以 35

性癌症总发病率的 43%。在获得专项

亿元以上规模的产业投融资联合体，广泛投资于政府 PPP 项目、装备制造、高新

岁的女性为例，保额 30 万元，交费期

保障的同时，如果 70 周岁前没有罹患

产业园区、食品、药品和医养健康产业等领域。

限 20 年，
每年要交 1 万元左右的保费，

上 述 癌 症 ，还 能 返 还 已 交 保 费 的

而且年龄越大保费越高。对于大多

105%。

据介绍，此次瑞宝力源集团暨中国力源控股有限公司对永安信的重组意味
着战略“双转型”的实现。一方面中国力源将借助永安信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

数人尤其是普通工薪阶层来说，这是

最重要的是，这样专项的保障性

一笔不小的开支。所以说，传统的重

价比很高，一位 35 岁的女性，保障 30

疾险虽然保障全面，但是保费相对较

万元的话，
选择 20 年交费，
每年仅需要

高，而且男女之间的病种不做区分，

3171 元 ，相 当 于 普 通 重 疾 险 保 费 的

存在男性要为女性相对高发、而男性

30%，但却实实在在解决了最迫切、最

相对低发的病种支付保费的现象，反

主要的问题，可以满足更多人的保障

第三届中国公众营养大会暨牧兰科技产业发展论坛，8 月 6 日在北京召

之，
女性亦然。

需求。如果到 70 周岁未罹患定向恶性

开。此论坛由北京统一生命科技产业促进会、中关村亚太生命科技研究院主

肿瘤，
还能拿回 66591 元作为祝寿金。

办，牧兰科技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牧兰科技有限公司、牧兰影视文化传媒（北京）

那如何帮助客户解决最主要的

内的优势获得更多的战略资源；另一方面，永安信也将借助中国力源在国内外
的资源优势和资金优势实现战略上的整体转型。

（周梦）

公众营养大会暨牧兰科技产业发展论坛召开

需求，把有限的费用花在刀刃上？在

这款产品 18 岁至 55 岁的人都可

讲究“个性化”的社会，精准防癌所带

以选择购买，有 5 年、10 年、20 年三种

此次大会不仅搭建权威的大健康平台，还发布新产品及发展规划。同时发

来的性价比之优显而易见。阳光人

交费方式，同时还免体检，为广大客

布了中国社科院重点编撰《中国健康产出发展报告》，并发布了生科会“大健康

寿经过长期的充分论证、研发，分别

户提供了投保上的便利。

全产业链”
平台，
对平台的优势进行了详细分析。

有限公司承办，
牧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协办。

医药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