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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动态 

美股精准医疗热度不减 基因治疗渐成风口 

实际上，作为此次诺贝尔奖的大热门，精准医疗相关概念早已在美股市场有

不俗表现。此外，持续六年领涨美股的生物医疗板块，其炒作风口近期出现了向

精准医疗下游板块——基因治疗转变的趋势。 

板块个股暴涨 

作为纳斯达克第一大板块，生物医疗一直是著名的“牛股集中营”，而基因

技术作为生物医疗板块长盛不衰的代表领域，其中妖股更是层出不穷。在此情况

下，以“基因编辑”及“免疫治疗”等为代表的精准医疗受到了美股投资者的极

大关注。 

值得注意的是，精准医疗不同于单纯的移动医疗，是精准的生物基因疗法和

医疗大数据的结合。具体到生物技术领域中，又分为上游，即基因检测设备器械

和诊断试剂；中游，即检测服务；下游，即个性化用药、精准基因治疗等。 

从美股过去几年的发展历程看，中游的基因检测个股得到了资本市场热捧。

2012年以来，美国基因测序公司 Ilumina（NASDAQ：ILMN）股价最高涨幅接近

700%，在今年 7月 20日创下了 242.37美元的历史最高点。公司营收也节节攀升，

2012~2014年，年度总收入分别为 11.5 亿美元、14.2亿美元和 18.61亿美元。 

与此同时，在 6月中旬 A股深幅调整前，基因测序龙头荣之联、迪安诊断年

内分别录得最高超 240%与 360%的涨幅，说明美股基因测序概念大热的传导效应

已然到来。 

基因治疗独领风骚 

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生物医疗板块的炒作风口正从基因测序向基因治疗转

变。 

光大证券分析师江维娜就指出，当前美国生物技术领域投资的热点是癌症免

疫疗法、基因测序和基因治疗。前两项在国内资本市场已有表现，但（国内市场

对）基因治疗行业动态却鲜有跟踪。从近期美股生物医疗板块的具体热点来看，

精准医疗的下游板块——基因治疗无疑将成为下一风口。 



东莞市生物技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生物产业动态 2015.10.30 

2 

比如，9月 17日，在美上市的以色列生物科技公司 Vascular Biogenics

（NASDAQ：VBLT）对外宣称，其研究的复发性恶性胶质瘤疗法——癌症药物

VB-111 二期试验结果积极。试验结果显示，该药物对卵巢癌、甲状腺癌、脑癌

均有显着疗效。该结果对外公布后次日，公司股价便出现暴涨。9月 18~25日的

6个交易日内，Vascular Biogenics 涨幅达 83.77%。 

Vascular Biogenics 不过是美股基因治疗领域中的一例。光大证券在名为

《基因治疗：美国生物技术投资的风口》的报告中提及，在美股 IPO的 5家基因

治疗研发型公司，截至今年 3月的股价涨幅在 53%~595%之间，显示出基因治疗

概念是当前美国生物技术领域投资的热点。 

整体风险正在积聚 

不过，机会与风险总是并存的。光大证券江维娜就表示，从投资角度讲，诸

如 Bluebird、Vascular Biogenics 等公司（相关药品）均处于研发阶段，还没

有业绩落地，股价极易受药物试验结果影响。 

比如，6月 16日，基因疗法公司 Avalanche Biotechnologies Inc（NASDAQ：

AAVL）股价暴跌 56.15%，创 2014年 7月上市以来最低水平，原因便是投资者对

该公司疗法的试验结果表示担忧。2014 年 7月 31日上市首日，Avalanche 

Biotechnologies 收盘价较发行价上涨 65%至 27.99美元，今年 1月 8日攀至历

史最高的 62.48 美元，随后股价开始走低。 

从近期美股走势来看，投资者对生物技术板块的风险担忧正在加剧。上周五

（9月 25 日），164只纳斯达克生物技术成分股中，只有开发口腔专有给药技术

的 Depowed（NASDAQ：DEPO）股价上涨 1.97%，其余 163只成分股全部下跌，状

况可谓惨烈。 

“也许这个市场确实有些过热，到处都是令人兴奋的产品。”洛杉矶一家生

物科技基金公司董事长费希尔表示，无论这个行业前途有多光明，但仅从投资角

度讲，这个板块的风险正在高速积聚，毕竟医学突破的路还有很长，投资者手里

的真金白银倒很容易先烧光。 

外媒：跨国企业争相投资以色列健康科技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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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高速发展的科学技术，目前以色列许多健康科技创业公司正前所未有地

吸引了海外医药行业巨头。据了解，人口老龄化问题刺激了全球对创新医疗方案

的需求，以色列健康科技的发展因此受到了推动。鉴于生命科学的研究占据了以

色列科学研究领域的 50%，以色列这个国家俨然成为了全球医疗卫生创新中心，

以及投资者的目标。 

据以色列行业机构 IATA一份 2015 年的报告显示，2014 年，以色列生命科

学公司一共在美国纳斯达克融资超过 14亿美元，2014年参与 IPO的 73家生物

生命科学公司中，7家属于以色列。此外，在同一份报告中，风险资本研究中心

（IVC）透露，2015 年共有 167家生命科学企业获得总额约 8.01亿美元的投资，

比过去一年高出约 55%。 

与此同时，诸多海外跨国医药公司正忙于通过当地企业来提升自家在以色列

医药卫生领域的市场份额。这些收购的对象包括雅培实验室（Abbott Labs）、

锐珂医疗 Carestream、强生公司（Johnson & Johnson）等等，并在以色列设立

研发中心。 

近几个月来，我们已经看到了诸多公司对以色列健康科技领域的兴趣，分析

称，这预示着今年将是以色列健康科技的发展创造纪录的一年。比如，就在 10

月份初期，波士顿科学公司（Boston Scientific Corporation ）宣布，该公司

刚刚完成了对以色列一家心脏瓣膜疾病解决方案研究公司的新一轮投资。 

另一个重要的案例是，瑞士制药商诺华公司（Novartis）表示，该公司将对

以色列干细胞疗法研究公司 Gamida Cell 投资 1500万美元。诺华公司在 2014

年就对后者投资了 3500万美元，并获得 15%的股份。 

生命科学公司 Cukierman & Co 合伙人 Laurent Choppe 博士表示：“这些

投资案例都表明了健康科技发展的趋势，以及彰显出以色列公司在该领域的创新

能力。今天，海外投资者都倾向于投资新兴的创业公司，而不再是过去的只选择

成熟型企业。例如，诺华公司的第二次投资说明，以色列生物技术已经成为它一

个通往全球的品牌。更深一层说，过去来自以色列顶级科学家的支持也发挥了作

用，现在我们收获的成果是前人在过去多年的努力。” 

以色列的研究事业及其创新能力已经为其自身赢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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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9月，约翰霍普希金大学投资部门和以色列健康科技创业孵化器

Luminox签署了一项多年合作协议，而几乎在同一时期，美国医疗设备公司 OLL 

Medica收购了以色列医疗科技公司 Kyma。10月初，总部位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

区的 eHealthVentures 宣布投资了以色列医疗研发公司 Intendu。 

Choppe博士表示，许多跨国公司事实在以色列有非常强烈的存在感，对本

地的熟知有助于它们在以色列识别有潜力的投资目标。 

与此同时，以色列生命科学行业具有明显的多元化特征，根据 IAT最新的研

究数据，其中医疗设备公司有 725家，占行业企业总数的 53%；生物技术和制药

次之，有 317家，占比 23%。相比较之下，医疗保健和数字健康则一共占比 20%。 

以上主要的分类行业也催生了许多直接面向医疗消费者的创业公司，这些公

司致力于缩小并消灭消费者和可用疗法之间的鸿沟。 

例如，今年 9月，Archimedicx 在特拉维夫的创新节 （DLD Innovation 

Festival）上推出首款智能且客观的全球医院搜索引擎，该引擎能够帮助病人更

加透明地对各医院的品质、治疗成本和可获得性进行对比。 

除了针对于人类健康领域的公司， 某些以色列国民还试图征服其他仍未饱

和的项目，比如宠物健康。PetPace 就为宠物研发了一款能追踪宠物健康数据的

项圈。 

从人类到宠物，以色列的健康和医疗产业生态包含了多种要素，包括从病人

和医疗方案服务提供到医疗设备、软件的开发和制造公司，以及研发中心和从事

医疗和健康公司的投资公司。 

明显，以色列的研究和创新水平受到了世界各方的关注，根据目前的发展趋

势，2015 年似乎又将是以色列健康科技破纪录的一年。 

人类基因组计划 25年：给大科学六大启示 

25年前，新创建的美国人类基因组研究国家中心（NHGRI，现在的国家人类

基因组研究所）和美国及国际合作伙伴联手，发起了“人类基因组计划”（HGP）。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代表了最具历史意义的科学努力之一：历经 13年，对人类

基因组全部 30 亿个碱基对进行测序。 



东莞市生物技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生物产业动态 2015.10.30 

5 

甚至仅在几年前，关于 HGP的讨论还主要关注此项目已经或将对认识人类疾

病带来何种见解。然而，直到今天人们才逐渐明晰，除了极大地加速生物医学研

究，HGP 还开启了一种做科研的新方式。 

作为生物学领域的首个大规模项目，HGP为众多基于合作的研究项目铺就了

道路。自 2000 年起，仅 NHGRI便参与发起了超过 25个此类项目。这些对生物医

学研究提出了新挑战，比如要求来自不同国家和学科的多个团队共同分享并分析

海量数据集。 

对于年轻的研究人员来说，他们很容易忘记今天正试图解决的很多问题，在

25年前甚至都没有被前辈思考过。同样容易被忽视的还有这样一种见解，即 HGP

仍在向那些追寻大科学项目的人提供建议。 

美国国家人类基因组研究所所长 Eric D. Green、冷泉港实验室名誉主席

James D. Watson 和国立卫生研究院院长 Francis S. Collins 日前联合撰文，

阐述了 HGP为今天基于合作的科学项目提供的六大关键经验。 

拥抱合作。HGP不可避免地打破了研究人员独自埋头苦干、回答一小部分科

学问题的常规。它还同假设驱动的研究背道而驰，反而关注将为很多后续研究提

供借鉴的基础信息的发现。 

HGP汇集了来自很多国家、学科和年龄层的 2000余名研究人员，每个小组

则对应着不同的资助机构。成功来自于资助者强有力的领导、对任务重要性的共

同认知，以及研究人员为了集体利益愿意放弃个人成就。 

很多合作型基因组学项目随之而来。这包括：对人类基因组中的序列变异进

行分类的千人基因组计划、描绘导致癌症的突变特征的癌症基因组图谱，以及利

用基因组测序和其他技术研究微生物群落的人类微生物群系项目。 

合作型科研的一个常见障碍是参与者不愿拥抱新的合作。然而，各种努力以

及集中起来的数据和资源会使每个人都受益的意识不断强化，并且正在使旧的观

念遭到摈弃。 

数据分享最大化。HGP改变了生物医学研究中关于数据分享的既有规范。一

旦大量的基因组作图和测序数据开始产生，为缩短数据产生和发布相隔时间而建

立相关政策的势头很快便发展起来。这些努力促成了 1996 年“百慕大原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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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当时，参与此项目的主要团队负责人同意在超过一定规模的基因组序列集

产生的 24小时内将其提交至一个公开数据库。 

从那以后的这些年里，此项努力变成一种基石。2003 年，劳德代尔堡协议

延伸了相关原则。2008 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扩展了其数据分享的期

望，将全基因组关联研究包括进来。2014年，“百慕大原则”开始执行扩展的

基因组数据共享政策。这要求利用 NIH 资助产生或分析出来的几乎所有大规模基

因组数据都要共享。 

广泛存在的数据共享正带来新的挑战。这包括：分析和移动大量数据集存在

的计算和输送上的困难，以及对于人类数据（尤其是基因组和临床数据）来说，

如何保护研究参与者的隐私问题。各种举措已经推出，以解决这些问题。例如，

对强大可靠的计算平台的需求，正带来生物医学研究中云计算使用的快速增长。 

制定数据分析计划。对于 HGP的规划，本身存有缺陷。回顾过去，早期未受

到充分关注的一个领域是数据分析。首个人类基因组序列以一种零零碎碎的方式

产生了。为获得每条染色体的连续序列，上千个单独组装的序列片段（每个约

100～300 千碱基）不得不通过计算被连接在一起。当对此类计算过程的需求（最

终证实在技术上非常有挑战性）变得明显时，已处于项目相对较晚期。通过一小

群生物信息学家的巨大努力，这一任务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完成。如果规划中给予

更多关注，此项工作便不会面临如此大的压力。 

近年来，一些基因组学项目（诸如千人基因组计划和癌症基因组图谱）已经

展示了对于数据分析计划的早期设计会如何为数据产生策略提供信息。最近，对

美国精准医学计划的规划包括了如何最好地整合和分析预期的大量数据类型的

讨论——从电子健康档案到基因组分析，以及来自环境监测器和可穿戴人体传感

器的信息。 

优先考虑技术开发。1990年 10 月，HGP参与者在项目推进过程中充分意识

到，绘制和测序人类基因组的工具和方法，作为更大型项目的一部分需要被研发

出来。事实上，项目促成了多项关键基因组学技术的开发以及分子生物学、化学、

物理学、机器人学和计算领域的实质性创新，并且带来了以创新性方式利用工具

和方法的策略。在一些情况下，多重渐进式改进被拼凑在一起，产生了革命性的

进展，比如最终被用于产生首个人类基因组序列的毛细管 DNA测序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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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便鼓励技术创新，对于今天的大型项目同样至关重要。在这方面领

先一步的是美国“通过推动创新型神经技术开展大脑研究”（BRAIN）。项目的

总体目标是变革对人类大脑的认识，将首先关注新一代工具的研发，以对大脑中

所有细胞类型进行定义、建立其相互连接的地图，并记录来自同功能和行为关联

起来的回路信号。 

关注进展的社会影响。HGP的创始人意识到，从绘制和测序人类基因组中获

得的信息会对社会产生深远影响。HGP 由此成为首个包含了致力于分析更广泛社

会问题的大型研究项目，比如怎样保护人们的隐私并预防歧视。这一项目分支—

—被称为伦理、法律和社会影响研究——由 NIH划拨给 HGP预算的约 5%来支持。

它是生物伦理学研究领域迄今最大规模的投资。 

社会和伦理方面的考虑出现在当下很多尖端的科学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例

子包括利用 CRISPR/Cas9 基因编辑工具改变人类和其他物种的基因组，以及快速

跟进临床试验设计，以便在传染病暴发期间迅速研究潜在治疗方法。不幸的是，

大多数合作型项目并未像 HGP那样，将专门的生物伦理学研究包括进来。 

大胆而不失灵活。HGP的目标很大胆。考虑到关于人类基因组究竟该如何被

绘制并且最终被测序的表达不够清晰，该项目在开始时遭到一些质疑也就不足为

奇了。 

在专家看来，HGP成功的关键在于学术带头人一直持有开放态度，以及他们

能定期停顿下来评估状况。1993年和 1998年，HGP最初的 5年计划分别得到更

新。 

只要总体目标基于明确的时间表和定性评估标准，有着伟大目标的大型项目

便能取得成功。它们还需要一种必要时迭代计划的意愿。等着完全清楚最终目标

将如何被实现，要面临着错失机会的风险，因为机会只有在研究人员开始工作后

才会呈现出来。这已成为若干大型项目的规范，其中包括 BRAIN项目和精准医学

计划。 

国内动态 

CFDA将组建药品审评中心上海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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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杨雄今天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部署本市药

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研究改革财政专项支持方式，探索设立“上海产业转型升

级投资基金”；听取第二十七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筹备工作情况汇

报。 

今年 8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国

家食药监总局把改革药品审评审批制度作为落实中央全面深化改革要求的一项

重要任务，于 8 月下旬在沪召开了全国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工作会议。在国家

食药监总局指导支持下，本市坚持“依法依规、全程风险可控、对接国际通行规

则、可复制可推广”的原则，抓紧推进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先行先试。 

会议原则同意《本市推进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并指出，药品审

评审批制度改革对促进本市生物医药产业、转化医学和临床医学发展具有重大意

义。 

要充分发挥自贸试验区和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双自联动”作用、发

挥上海创新药物研发技术平台以及技术审评专业机构和人才的力量，结合转化医

学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上海转化医学研究中心建设，实施“三个创新”，即

创新药品审评审批模式，组建国家食药监总局药品审评中心上海分中心，探索建

立一套有利于引进全球药品审评专业人才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充实药品技术审评

力量；创新药物临床试验审评审批制度改革，探索建立一套有利于加快创新药物

临床试验审评审批速度的制度，促进创新药物研发；创新药物上市许可持有人制

度。要深入研究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

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抓住科创中心建设重大机遇，结合上海转化医

学研究中心等建设，引入和建设更多功能性机构及公共平台，为产业发展创造更

好环境。各部门要全力支持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完善协调机制和保障

措施。 

为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对接《中国制造 2025》，推进科创中心建设

和“十三五”产业创新转型发展，更好地发挥财政专项对本市产业和信息化发展

的引导促进作用，市经信委持续深化专项资金改革，拟将部分财政资金转设为“上

海产业转型升级投资基金”，主要用于《中国制造 2025》国家战略项目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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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重点领域市场化运作、部分重大项目股权直投、与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

金配套等。 

会议同意设立“上海产业转型升级投资基金”并指出，要学习借鉴国内外经

验，进一步探索完善政府产业基金运作模式，更好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促进功能。

要转变传统思路和工作方式，根据政策目标设定基金管理运作模式，明晰基金定

位、主要用途、资金来源、运行管理、风险控制和退出机制，与市场化基金实现

差异化运营，更有效地支持本市重点产业发展和新一轮产业转型升级。 

会议听取了第二十七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筹备工作的汇报。本

次咨询会议将于今年 11月 1日在世博中心举行，主题为“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

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里程碑总额超 10 亿美元！信达生物再度携手礼来开发创新型抗

体 

2015年 10 月 12日，信达生物制药（苏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生物

"）与美国礼来制药集团（以下简称"礼来"）达成三个肿瘤免疫治疗双特异性抗

体药物的全球开发合作协议，里程碑付款总金额超过 10亿美元，成为国内迄今

为止金额最大的生物医药国际合作项目。 

此次合作涉及三个目前最有前景的新型双特异性肿瘤免疫治疗抗体，三个抗

体均使用来自于信达生物自主研发的 PD-1单抗。根据合作协议，信达生物和礼

来将合作开发、生产和销售以上新药，其中信达生物将合作主导中国市场的开发、

生产和销售，礼来将合作主导国外市场的开发、生产和销售。基于这次新的合作，

信达生物将获得礼来总额超过 10亿美元的里程碑付款；如果以上抗体在国外商

业化，信达生物还将收到额外的销售提成和其他付款。其他合作细节并未公开。 

早在今年 3 月 20日，信达生物就和礼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正式签署了战

略合作协议。 在那个合作中，两家公司合作开发三个单抗药物，当下肿瘤免疫

治疗的热点 PD-1单抗就是其中之一。该抗体由信达生物自主研发，其海外市场

授权于礼来，其中首付为 5600万美元，里程碑付款金额以及其他细节尚未公开。

《人民日报》和《华尔街时报》曾报道了信达生物与礼来在创新生物药方面的此

次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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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三个新的肿瘤免疫治疗双特异性抗体药物的合作，是基于今年 3月信达

生物与礼来达成的战略联盟之上的扩展，并将双方的合作提高到了新的高度。信

达生物与礼来战略联盟的建立和进一步拓展，不但是第一个中国企业将自主创新

生物药的国际市场成功授权给全球 500 强企业，而且是第一个中国企业与全球

500强企业达成的在高端生物药开发方面从研发、注册、生产到销售的全面合作，

开创了中国生物医药企业发展新的模式。 

关于信达生物 

创立于 2011 年，致力于开发、生产用于治疗危及人类健康和生命的各种疑

难疾病的抗体新药，以满足国内外医药市场的需求，让老百姓能真正享受科技进

步带来的健康成果。公司已建成完善的单抗药物开发平台，治疗领域覆盖肿瘤、

自身免疫疾病以以及眼科疾病等重大疾病；拥有符合 EMA 和 FDA/cGMP国际标准

的生产厂房；与世界 500强美国礼来制药于 2015年初达成战略联盟，共同开发

高端生物药。最近，作为中国创新企业的代表，信达生物受邀参加了"第六次中

美创新对话"，并在会上介绍创新成果和中美之间的创新合作进展。 

关于礼来 

全球 500强企业，全球知名制药巨头，拥有 135年历史，致力于为全人类提

供以药物为基础的创新医疗保健方案，使人们生活得更长久、更健康、更有活力。

该公司在许多医药领域居全球领先地位，如抗感染、中枢神经系统、肿瘤、内分

泌等。其创新药物，不仅挽救病人生命、提高了大众的生活品质，同时也为患者、

保健提供者和支付方创造了价值，降低了疾病治疗的成本。 

2015最新药品注册数据解读 化学药品占 64.9% 

2015 年 1-9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共批出新批文 245个，其中化

学药品批文 159 个，占比 64.9%，中药批文 73个，占比 29.8%，生物制品批文

13个，占比 5.3%。近几年新批文数量相对稳定，预计在开始解决药品审批积压

的行动后，新批文的数量或有一定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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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药品注册分析 

按药品类别比例统计，2015年1-9月，原料药的批文最多，比例超过 34.59%。

各个制剂中，全身用抗感染药物的新批文占比达到 19.5%，排名第一，消化系统

及代谢药的新批文占比约 12%，排名第二。 

2015 年 1-9月，化学药品有一个 1类新药和多个 3类新药获批。 

 

新批文数量最多的单品种是腹膜透析液（乳酸盐-G4.25%）和注射用盐酸头

孢替安，各有 5 个批文批出。2015年，马来酸桂哌齐特注射液有 2个厂家（齐

鲁制药和福建金山生物制药）获得 3 个批文，从而打破该品种只有北京四环制药

一个厂家独占的市场局面。盐酸氟哌噻吨和盐酸美利曲辛的原料药都有 3个厂家

获得新批文，该原料药的获批，同时亦令这三家企业的氟哌噻吨美利曲辛片顺利

获批，从而实现该品种国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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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注册分析 

2015 年 1-9月，妇科用药和肿瘤疾病用药的新批文数量多于其它类别，主

要原因是有 3个品种同时有多个厂家获得生产批文。其中妇科用药是乳癖舒片

（有 13 个新批文）和调经祛斑片（有 8个新批文），肿瘤疾病用药是地榆升白

胶囊（有 10个新批文）。 

 

生物制品注册分析 

2015 年 1-9 月，生物制品新批文共 13 个，其中 5 个为全身用抗感染药物。 

新产品方面，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研制的 Sabin株脊髓灰质炎

灭活疫苗获批上市，商品名“埃必维”。通过采用现行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的

生产毒株（Sabin 株），经在 Vero细胞生物反应器培养收获病毒，结合灭活疫

苗生产工艺制备而成。该疫苗主要通过注射途径用于儿童预防脊髓灰质炎病毒的

感染，它的上市将对我国彻底消灭脊髓灰质炎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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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射用重组人 TNK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剂，商品名“铭复乐”，由广州铭康

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研发。该产品采用基因重组技术生产，临床用于急性心梗的溶

栓治疗，是目前唯一可以单次静脉推注的溶栓药品种。 

长春金赛药业的注射用重组人促卵泡激素，是首家国内生产企业获得生产批

文。该品种之前只有德国默克的进口产品在国内销售。 

 

进口产品注册分析 

2015 年 1-9月，有多个新产品获批进口，涉及癌症、心绞痛、消化系统疾

病等多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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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大基因英特尔阿里云联手启动精准医疗开放云平台共建 

 深圳 BT（生物科技）与 IT（信息科技）深度融合发展的进程又现新里程碑。

10月 22 日，英特尔公司、华大基因、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在深圳召开的第十届

国际基因组学大会上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联手启动精准医疗开放云平台的

共建工作。 

该平台将成为中国乃至亚太地区首个定位精准医疗应用的云平台，也将是一

个凝聚 IT企业、基因和生命科学机构及公有云服务提供商三方力量的跨界产物。 

华大基因股份有限公司执行总裁尹烨认为，此次跨界合作有助于加速新兴的

精准医疗模式在中国落地的进程，助力本地医学、医疗和健康行业的企业、机构

的发展，并为公众提供更精准、高效的医疗健康服务和更为个性化及优质的诊疗

体验。 

根据战略合作备忘录，华大基因将以其今年 4月发布的基因组数据分析云计

算平台 BGI Online 为合作基础，一方面将其与英特尔高性能的计算平台融合成

适用于医学研究和医疗健康行业用户的基因测序和计算一体机，以帮助用户在私

有环境中进行基因测序和数据分析处理。另一方面，BGI Online 还将部署于阿

里云计算平台，后者将依据强大的数据处理和存储能力，为其提供公有云平台。 

“2001年，6个国家的科学家花了 11年的时间，花费 30亿美金，共同发表

首个人类基因组工作草图。到 2007 年时，科学家们就只需要 100万美元就可以

完成一个人体基因组的测序工作。到 2013年，这一价格已经降到了 2500 美元。

今年这个成本又下降到了 1000美元以下，整个测序时间只要几天时间。” 

尹烨预计，此次华大基因与英特尔、阿里云合作后，有望利用后两者的技术

优势，加速基因测序和分析，实现 2020 年精准医疗愿景，使得基因分析、精准

诊断和制订个性化治疗方案在一天内完成，为公众提供公平、高品质的医疗服务。

“我相信未来随着技术的进步，基因测序的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据了解，“开源共享”是此次合作的一个鲜明特征，此次三方共同搭建的精

准医疗开放云平台将向所有有志于参与和支持中国精准医疗事业发展的机构及

企业用户开放，为其提供涵盖测序仪、本地基因测序计算一体机及公有云测序分

析服务在内的一体化融合解决方案，能够充分优化目前的基因数据分析效率。 



东莞市生物技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生物产业动态 2015.10.30 

15 

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总裁胡晓明表示，随着技术的不断成熟，基因测序行业

正在步入蓬勃发展期，将根本改变生物医学基础研究和医疗实践。同时，生命科

学领域数据爆炸式的增长，亦对海量数据的计算、存储和分析提出新的挑战。此

次合作将发挥阿里云在云计算、数据处理、隐私安全保护以及数据传输方面的长

处。 

习大大访英，中资 600亿投医药科技项目 

2015年 10 月 19至 23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商务

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 20日曾表示，习近平此访达成的重要经贸成果，涉及金额

巨大，将会超过历次领导人访英的成果。 

据央视新闻报道，中国将有超 4000 亿元人民币的贸易投资协议，十大行业

将受益。其中，卫生领域也名列其中。 

今年 9月 16 日，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率团访问英国时表示，中方愿积极参

与全球行动计划，在政策磋商、人员培训、宣传教育、新药研发及全球领域的合

作与英方加强合作。 

9月 17日，在伦敦举行的中英卫生政策对话上，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表示，

健康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生命科学、生物技术已成为重要的战略产业。

应加强医学科研，扩大知识创新和产业升级，为医疗服务和疾病防控提供技术储

备。 

在习近平访英期间，共达成了 21 项商业协议，其中也有一项医药项目：中

国建设银行、中国再生医学国际有限公司与牛津大学签署关于建银国际·中国再

生医学牛津大学研发中心的协议。 

据中证网消息，10月 21日，中国再生医学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

再生医学”)、中国建设银行旗下的建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银国

际”)及英国牛津大学共同宣布签订《建立生物医学科研成果产业化战略平台谅

解备忘录》(以下简称“备忘录”)。 这也是习主席访问英国期间中英之间生命

科学的合作成果之一。 

   2014 年，中国再生医学就已与牛津大学筹建首个中国再生医学产业研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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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以下简称“该中心”），研究项目针对临床应用上主要盲点，包括但不限于

利用干细胞治疗糖尿病、癌症、神经退化疾病以及器官修复。 

根据备忘录，建银国际向该中心提供研发经费 150 万英镑，以加快该中心

的科研转化为冶疗，提高其运作及培训能力。建银国际、中国再生医学和牛津大

学将联合建立生物医学研究尤其是再生医学研究的科研转化及商业化战略平台。 

就此，建银国际拟对符合条件之该中心科研成果进行产业化透过资本市场提

供可达人民币 600 亿元的投融资协助。此次新的三方合作引入建银国际，将保

证科研成果产业化之资金充足性，加速其科研成果市场化的力量提升。 

作为该中心主任，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建银国际·中国再生医学牛津大学

技术研发中心”崔占峰院士表示：“英国在干细胞研究领域一直走在世界前端，

我们致力于将领先的科学研究转化为临床应用。而这一次，中国再生医学，建银

国际与牛津大学之间的合作，创建了此再生医学科研转化的平台，为研发上处于

领先地位的牛津大学，具有产业化和商业化优势的中国再生医学，拥有财务实力

建银国际，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这个结果将会对英国和中国双方受益。” 

牛津大学中国再生医学是第三家企业以冠名赞助的合作方式，与牛津大学连

手成立承担企业项目的研发中心。目前该研究中心有三个研发中心，劳斯莱斯公

司以及英维斯公司支持其他两个中心。 

专题报告——移动医疗 

干货：2015年移动医疗行业分析 

上半年资本来势汹汹，下半年趋于冷静 

随着移动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国家积极出台相关的政策，“互联网+

医疗” 时代正在到来，互联网、医疗等巨头大鳄纷纷涌入、相继布局，从垂直

细分市场到行业平台应用，从软件服务到硬件配套设施，各方较量不断升级，一

时间，本就引人瞩目的移动医疗领域更加热闹非凡。 

2015年处于“互联网+”风口的移动医疗的投资延续了 2014年的火热势头，

资本方对移动医疗的兴趣更是有增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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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布的融资情况来看，移动医疗行业仍受到许多投资者的青睐。据动脉网

互联网医疗研究院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上半年国内互联网医疗领域的风险

投资总额达到 7.8 亿美元。 

3月，中国大型医疗互联网公司 MedSci(梅斯医药)宣布获得数千万美元投资。

4月，华康医疗获得价值 2亿人民币 B轮融资。5月，诊后咨询移动医疗新锐“一

呼医生”宣布完成 1000万美元 A轮融资。移动医疗平台“就医 160”完成 B轮

共 1.3亿元融资。母婴健康监护平台天使医生获得 8000万元 A轮融资。6月，

奇虎 360 与国药集团下属国药国华宣布，双方将共同出资成立电商公司。专注妇

幼领域的移动医疗公司贝联科技完成 3000万美金的 A轮融资。好大夫在线获得

6000万美元 C轮融资。 

随着下半年市场的不景气，融资热潮逐渐减退。在投资渐趋冷静的情况下，

主打自建医生、药师团队，做真人语音视频医疗 O2O的微问诊，在 7月获得 1

亿人民币的 A轮融资，据悉，此次融资由成功投资了慈铭体检的天图资本领投。

9月，趣医网宣布完成总计 4000万美元 B轮融资，此轮融资由百度领投，软银

中国资本、弘晖资本跟投。这意味着，百度继推出自己的“百度医生”APP 后，

在移动医疗领域的又一重大布局。 

从地域上看，这些投资事件多分布于北上广深江浙地区，这也是国内医疗资

源最集中，移动医疗发展最为迅速的区域。 

2000 多款移动医疗应用，自诊问诊类占据大半江山 

2015年年初，中国医疗互联网 BAT三大巨头之一百度，成立了移动医疗事

业部，并推出了“百度医生”APP，正式进军互联网医疗。此前，中国移动医疗

平台已是硝烟四起。 

专业机构预测，到 2017年全球移动医疗市场的规模达到 230亿美元。国内

移动医疗的市场空间同样诱人，据第三方机构艾媒咨询预计，由刚需产生的中国

移动医疗的市场规模今年将达 23.4 亿元，2017年底将突破 125亿元。据最新数

据显示，目前我国移动医疗 APP已达 2000多款。 

按照应用提供的功能和服务分类，移动医疗可划分为自诊问诊、医药电商、

医生辅助工具、硬件设备、单科领域(如大姨妈、糖尿病管理类等 APP)、医联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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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等六大类，其中自诊问诊类是最主要的医疗类型。而自诊问诊类应用能够占据

移动医疗市场的大部分江山，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 

长期以来，医疗资源造成的极度不均衡，“看病难”成了大众不得不面对的

一个难题。优质的医疗资源不断向大城市尤其是省会城市倾斜，分级诊疗制度建

设不健全，使得很多不需要去三甲医院的病患占掉很多三甲医院的资源，大医院

人满为患，就医流程繁琐，让病患的就医效率变得极低。除了“看病难”，“看

病贵”亦是医疗行业的一大痛点。很多病患都有过“小病大治”、“过度治疗”

的担忧，加之看病所耗的高昂的时间成本，让一些人因小病拖着不看变成了重病。 

而自诊问诊类移动医疗应用的出现为以上问题提供了一条有效的解决之道，

让大众可以通过自诊问诊类移动医疗应用来管理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健康问题。让

病患不再“一点小病就要去医院”，也不再“忍着小病拖成大病”，同时打破了

低于限制，能够有效弥补我国优质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衡的问题，让人看到了环节

“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希望。 

以自诊问诊为主的移动医疗 APP，谁能陪我们细水长流 

在移动医疗发展的如火如荼的时候，世界互联网巨头也在纷纷布局移动医疗

领域，利用其在互联网领域的优势，结合智能穿戴设备与信息采集处理平台，实

现在该领域的强势布局。2014年，国内以 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三巨头为

代表的互联网企业依靠自身互联网技术、移动支付和大数据等领域的优势，也加

速布局移动医疗领域。而春雨医生抓住先机，经过几年的经营，已拥有上亿的用

户，成为国内下载量第一的移动医疗应用。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资本寒冬的到来，融资热潮减退之后，投资者与

移动医疗运营商皆发现了诸多问题，如将流量免费导出的移动医疗缺乏成熟的商

业模式，市面上现有的 2000多款移动医疗 App大多存在功能单一、重合率高等

问题，那么，在面对诸多问题，移动医疗“后起之秀”们又该如何在市场找到生

存空间？ 在移动医疗热闹繁华的风景过后，又有哪些应用能够陪着我们一起看

细水长流？ 

春雨医生：布局较早的移动医疗应用，自查+轻问诊模式 

春雨医生作为布局最早的移动医疗轻问诊应用之一， 其对自身的定位是“医

院前端的服务体系”，以患者为着眼点，通过整合患者的需求对接医生，帮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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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解决一些身体状况的初步咨询，然后医生提供一些专业性的建议，或者把患者

引导到一个合适的医疗体系中去检测治疗。春雨目前对传统改变最大的是实现

“网络问诊”的业务，目前有三种方式，即图片、文字、语音，用户可以选择任

何一种方式有偿地向医生进行咨询。 

2015年 5月，春雨医生宣布布局线下诊所，邀请医师坐诊线下诊所，并提

供基于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私人医生服务，打造 online + offline 的全流程就医

体验。9月，春雨计划推出一款为糖尿病患者服务的移动 APP平台“春雨糖管家”，

这意味着，在移动医疗领域中，春雨在自诊问诊方面领先的同时，将进军单科领

域。 

微问诊：全国首款 24小时真人在线音视频医疗 O2O 

微问诊于 2015 年 3月上线，是由四川富顿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推出的一款做

真人语音视频医疗 O2O。微问诊主要服务由疾病诊断、用药咨询、精准健康服务

以及送药上门四大板块组成，整体涵盖了院前分疗(视频问诊)、院中诊疗(云端

医院预约挂号、查看检查报告等)及院后康复(基于智能穿戴设备的慢性病管理

等)。 

问诊模式上，患者通过一对一音视频方式，免费与医生、药师实时交流、咨

询。通过自建医生、药师团队，微问诊于 7月推出了 24小时免费在线视频问诊

服务，将实时问诊时间延长至 7×24 小时，从而成为国内第一家推出全天候在线

问诊服务的移动医疗平台。 

微问诊现有功能中还包括为用户建立健康档案，记录用户的每一次咨询记录，

并通过智能手环——FT-Health，测量记录用户的血压、心率等体征数据，从而

实现对用户健康的持续追踪。 

微医：为医生量身打造的“移动诊室” 

微医生，是挂号网和腾讯合作推出的专门为医生量身打造的移动医疗服务平

台。为医生提供患者咨询、就医申请、诊后随访、患者预约管理、同行交流、内

容发布等功能。 

首先，微医面向医院开放标准的接入接口，让医院接入后即可通过移动互联

网服务全国患者；同时，面向医生开放标准的接入接口，从而为医生打造一个患

者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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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咨询方式上，微医采用图文咨询的方式，推行有偿的服务。而对于有就医

需求的患者，采用疾病优先的挂号模式，并实现诊后随访，对患者进行追踪、查

访。对于医生而言，医生可以通过微医实现院内同事、同行间的交流。 

阿里健康：常规功能基础上增加药品安全识别功能 

2015年， 阿里健康推出的新版本为用户增加了名医在线咨询、预约挂号和

加号、电子处方、药品安全识别等新功能。其中，名医在线咨询、预约挂号和加

号、电子处方这些功能是与新浪“爱问医生”合作，其功能类似于春雨医生、挂

号网等挂号问诊的移动医疗平台。阿里健康还与各大医疗健康服务机构合作，实

现了电子处方的网络流转。患者在合作机构就诊，电子处方即进入阿里健康 APP。 

和别的移动医疗应用相比，阿里健康最大的不同便是“药品的安全识别”功

能，该功能使消费者可以通过阿里健康 APP扫码辨别药品真假。通过扫描包装上

的药品电子监管码，查询到药品的“前世今生”，帮助辨别药品真假。 

康大预诊：利用医生碎片时间，垂直妇幼预诊领域 

康大预诊是 2013年开设并上线的移动医疗 APP，是为妇幼提供在线预诊的

服务平台，着眼于产品的用户体验 。 

康大预诊除了纵向深化的开垦妇幼母婴领域之外，还横向拆分传统的线下诊

断流程，将诊断前的预诊环节放到互联网上具象化。一方面集合线下医生资源，

利用医生的碎片化时间，为患者、医生搭建预诊平台；另一方面，针对一些比较

突发的妇幼用户给予即时性的指导，让用户可以即时了解到最佳的解决办法。 

在问诊模式上，用户通过语音描述症状，上传病历、影像资料等照片，而后

等待接单医生的回复，通常情况下，医生会在 15分钟内给予回复。若用户想向

平台上指定的医生咨询，则需通过现金兑换，支付一定数量的“康币”。 

平安好医生：平安旗下健康管理平台 

今年 4月，中国平安宣布旗下首款互联网健康管理产品，“平安好医生”正

式上线。该产品定位于用户随身的“移动医生”，以医生资源为核心，提供实时

咨询和健康管理服务。 

平安好医生的主要功能包括问疾病、看名医、逛社区、收资讯以及测健康五

个方面。对接医生，主打医生即时在线咨询与一对一家庭医生服务概念。咨询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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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仍为一对一实时图文、语音咨询。9月，平安好医生宣布推出全天候问诊，成

为继微问诊之后又一个实现 24小时提供咨询服务的移动医疗平台。 

平安好医生每次为用户免费提供 15分钟服务，超出时间将进行收费。在平

安的健康生态圈中，用户除享受移动“问诊”服务外，还将拥有电子健康档案。 

百度医生：连接人与服务，打造医患双选平台 

2015年，百度在移动医疗领域战略从“连接人与信息”延展到“连接人与

服务”，为了更好地形成线上线下闭环，百度推出“百度医生”App，做为连接

点，连接病人与医疗服务。 

借助百度自身在移动互联网上的技术优势，以及医院网络等资源合作优势，

“百度医生”APP 为用户提供了“找医生、约医生、评医生”服务。目前，百度

医生 APP 已经实现了人工智能系统根据患者输入的需求，完成患者的识别计算，

为患者推送三名最合适的医生选择，从而提高预约成功率。据悉，接下来，“百

度医生”除了帮助用户更为高效的预约医生外，也将通过移动互联网技术收集用

户行为大数据，进一步加强传统医疗体系与移动互联网的结合。 

从用户层面来看，由于就医难已经成为大中城市普遍存在的问题，其对于医

疗 O2O的需求较为强烈，再加上一、二线城市非 O2O用户转化成医疗 O2O用户的

概率较高，由此可见医疗 O2O市场将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而目前以自诊问诊为

主的移动医疗市场已经硝烟四起，如何在激烈的角逐中被市场认可，并探索出自

身的商业运作模式，是企业和创业者必须思考的着力点。面对强大彪悍的对手，

聪明人的做法是会选择市场的聚焦，做细分市场，做精准市场，做用户深度需求，

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产品的细节服务上，产品在同领域市场中需要有自己的主战

场，在一个点上站稳发力，方可做到以少胜多。 

2015中国移动医疗市场专题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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