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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医药行业最具影响力榜单发布

张江高端医疗器械企业表现抢眼
本报讯 （记者 杨珍莹）近日，

由全国工商联支持、全国工商联医

药业商会主办的“2018 年度中国医

药行业最具影响力榜单发布会”举

行，现场揭晓了 2018 年度中国医药

工业百强、中国医药商业百强、中国

连锁药店百强、年度中国医药行业

十大新领军人物、年度中国医疗器

械技术创新企业等多项大奖，来自

张江的多家企业上榜，其中医疗器

械产业表现抢眼。

张江企业高研发投入
叩开国际市场大门

上海凯利泰医疗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逸思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康沣生物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声佗

医疗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上海仁度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昕健医疗技

术有限公司 6家张江企业荣获“2018
年度中国医疗器械技术创新企业”。

成立于 2005 年的凯利泰，专注

于骨科、心血管微创、运动医学等医

疗科技领域，2012 年登陆创业板。

经过多年发展，公司产品线涵盖骨科

脊柱、关节与创伤、运动医学及耳鼻

喉等领域，品种齐全。值得注意的

是，凯利泰在 2018 年完成了对美国

Elliquence.LLC 100%股权的收购，

Elliquence公司是一家专注于高频低

温、解剖（单极）和凝血（单极和双极）

技术开发和生产的公司，其核心产品

主要用于治疗椎间盘突出症和疼痛

性椎间盘撕裂。凯利泰表示，并购对

于公司在骨科领域特别是在脊柱微

创领域的全面布局至关重要。

同获殊荣的逸思医疗，其产品线

是进口产品垄断超过 90%以上的高

值耗材或高端设备。逸思医疗创始

人聂红林认为，“只有自给自足，才能

不让人家卡脖子。”为了不落后于人，

逸思医疗研发投入已占营收的32%，

远远超过了医疗器械行业研发投入

的平均水平。

今年 1 月，逸思医疗宣布，其产

业园项目落地张江康桥园区。该项

目占地近25亩，建筑面积超过3.2万

平方米，将打造为集总部功能、国际

交流与合作、技术研发、示范性生产

线等五大功能区为一体的总部医疗

产业园，预计建成投用后年产值达

30亿元。

上述两家企业凭借优异的表现，

还同时荣获了“2018 年度中国大健

康产业先锋企业”“2018年度中国医

药行业成长50强”“2018年度中国医

疗器械50强”等称号。

注册与生产“解绑”经验
将向全国推广

中国医疗器械和大健康产业已

经进入了黄金十年，根据预测，到

2020年中国医疗器械市场规模将超

过7700亿元。

医疗器械注册人制度是我国在

医疗器械监管上的一个创新之举。

我国医疗器械的注册和生产一直是

被捆绑在一起的，按照我国现行的

《医疗器械生产监督管理办法》规定，

必须由一个主体来完成注册和生产，

而这种捆绑在上海率先松动。2017
年 3月，国务院印发《全面深化中国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

案》，提出完善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

制度。允许自贸试验区内医疗器械

注册申请人委托上海市医疗器械生

产企业生产产品。

政策和营商环境的不断优化，

让浦东医疗器械产业发展迅猛。据

不完全统计显示，浦东共有 6 个获

批上市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占全国

11%，占上海市 2/3。同时，20 个三

类医疗器械产品获批注册证。特别

在张江科学城，大批医疗器械领域

的创新企业正借助张江的土壤，不

断生根、发芽、结果，形成“张江品

牌”力量。

为进一步推进创新成果转化落

地落实，体现显示度、聚集度，浦东最

新规划4个新产业基地，总面积近10
平方公里。其中张江医疗器械产业

基地（张江东区）定位为高端医疗器

械研发生产，聚焦体外诊断、影像诊

断、微创介入与植入医疗器械等细分

领域。

上海自贸区的最大特点是以制

度创新为核心，以可复制可推广为基

本要求。医疗器械注册人这一项改

革举措，在张江等产业集聚区落地

后，推动了医疗器械产业链上下游分

工合作，更促进了高端医疗器械本土

生产。

6月 3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组织媒体开展走基层调研活动，上海

市食药监局医疗器械监管处处长林

森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上海已

初拟医疗器械注册人制度扩大试点

方案，不久将向全国推广。

本报讯（记者 王延）昨日，为期

3 天的 2019 亚洲消费电子展（CES
Asia 2019）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拉开帷幕。本届展会共吸引国内外

500多家展商呈现全球顶尖科技，其

中包括 5G、人工智能、增强现实/虚
拟现实，以及汽车技术等相关领域，

全面展示科技生态系统的创新成就。

记者在现场注意到，不少企业在

展会上发布了最新产品。科大讯飞

带来了讯飞智能录音笔 SR501、
SR701，讯飞翻译机 3.0等产品，其中

最新款的讯飞翻译机3.0全面提升翻

译能力，拓展更多翻译语种，可翻译

语言能够覆盖近200个国家和地区。

猎豹移动机器人家族阵容庞大，猎户

星空AI智能服务机器人豹小秘、智能

新零售机器人豹小贩、无人咖啡亭豹

咖啡、小豹AI单词宝、小豹AI电话手

表等多款产品悉数现身，猎豹移动联

合万方软件打造的智慧图书馆也呈

现其中。

值得一提的是，参展观众最集聚

的展区还是汽车技术展区，该展区系

本次展会最大的展区。从自动驾驶

汽车到纯电动汽车，展会观众可以亲

身体验最新概念车型和人车互联功

能，感受科技如何让驾驶变得更加安

全、环保。

日产汽车在本届亚洲消费电子

展上展示了无形可视化技术、脑控车

技术和纯电动四轮驱动车型——日

产 IMs概念车。其中，无形可视化技

术通过将车辆外部传感器信息与来

自云端的车辆内部信息相结合，不仅

可以追踪车辆的周围环境，还可以提

前预知未来状况，让驾驶员获得更加

自信的驾驶。

福特携首款搭载 SYNC+系统

的量产车型新锐界 ST-Line 参展。

SYNC+系统由福特与百度联合开

发，该系统将支持自然语义识别、目

的地模糊搜索、实时路况查询、QQ
音乐等在线功能，且用户可通过“福

特派”或“林肯之道”App绑定手机与

车机，从而实现车辆与手机端的导航

无缝衔接。

起亚则展示实时情感自适应驾驶

系统（简称“R.E.A.D.系统”），包括搭

载 R.E.A.D.系统的全新概念车 Ha⁃
baniro，以及多款 R.E.A.D.系统概念

座舱。R.E.A.D.系统通过人工智能与

生物信号辨识技术，基于传感器实时

监控、感知人们的面部表情、心率等活

动，分析车内人员的情绪状态，从而以

此为依据来改变车内的氛围，包括车

舱内的氛围灯颜色、音乐、温度等。

此外，现代汽车向公众展示了现

代汽车 Mobility 战略启动两年来的

技术成果。其中在氢能源技术方面，

现代将依托于其最新一代氢燃料电

池概念车 NEXO，解读氢社会下智

能自动出行方案前景，全景呈现现代

汽车“未来氢生活”理念。

据悉，CES Asia 2019 总展览面

积预计超过 6.5万平方米，比去年扩

大了26%。

本报讯（记者 杨珍莹）记者日

前从联想集团了解到，其位于张江科

学城内的联想上海研发中心扩建项

目一期已完成封顶，预计年底竣工。

项目建成后联想在上海的业务范围

将包含 PC 研发、手机研发、数据中

心研发、研究院、产品销售、供应链等

主要业务板块。

据介绍，联想上海研发中心扩建

项目占地面积超过1.79万平方米，地

面建设面积超过 2.4万平方米，地下

建设面积超过 2.5万平方米，可以为

3000 多名员工提供集办公、配套餐

饮、便利店、咖啡吧、健身服务为一体

的综合便利服务。

资料显示，联想在全球消费、商

用以及企业级创新科技领域一直居

领导地位，其在全球市场推出了个人

电脑、工作站、服务器、存储、网络、智

能电视以及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和应

用软件等一系列移动互联产品。根

据联想日前公布的截至 2019年 3月

31日的第四财季业绩和2018年全年

业绩报告显示，第四季度，联想营业

额连续第七个季度实现增长，达 790
亿元，同比增长达 10.1%；全年营业

额创历史新高，首次突破 500 亿美

元，达510亿美元，同比增长12.5%。

记者了解到，2001年，联想与张

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签

订合作协议。2003 年，联想正式入

驻张江。2014 年，联想承担了国家

科技部、国家工信部和上海市政府

共同组织的 01“核高基”国家科技重

大专项“面向事务处理型桌面计算

机关键软硬件研发与规模应用”的

课题。此次将于年底竣工的联想上

海研发中心扩建工程项目主要将为

联想所承担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提

供研发支撑。

本报讯（记者 王延）近日，上海生产性服务业促进会发

布了《2018年上海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报告》，系国内首次发布

的生产性服务业领域年度发展报告。报告显示，上海生产性

服务业接近国外发达国家水平，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

生产性服务业隶属于现代服务业大范畴，是“面向生产

的服务业”，伴随产业分工细化和新技术加速应用，是从制造

业内部分离出来和独立发展起来的新兴领域，也是工业化后

期阶段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综合竞争力和现代化水平的重

要标志。目前，生产性服务业包涵总集成总承包、供应链管

理、研发设计、电子商务、检验检测、专业金融服务、节能环保

等重点领域。

报告指出，上海生产性服务业已成为本市推动产业转型

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力量。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随

着生产性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不断增加，上海生产性服务

业增加值从2008年的4188亿元增长到2018年的13706.95亿

元，年均增速在 10%左右，占本市 GDP 比重已从 2008 年的

29.8%跃升至2018年的41.94%。

其中，服务业占GDP比重达到 69.9%，生产性服务业占

服务业比重达到60.01%，与国际上发达国家“两个70%”指标

相比（服务业占GDP70%、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70%），上海

已双双超过了60%，已接近国外发达国家水平，在国内处于领

先地位。

本报讯（记者 杨珍莹）6月 11日，一站式国际物流在线

服务平台——运去哪宣布完成新一轮7000万美元C轮融资，

这也是迄今为止中国航运科技领域最大一笔单轮融资。自

2018年11月至今，运去哪已完成3轮融资。

据悉，完成本轮融资之后，运去哪将重点升级自己的海

外网络与物流管家系统。海外网络方面，预计今年将在日

本、越南、泰国、吉布提、美国等多地落地分支机构及海外仓

资源，实现国内物流网络与国外物流网络的无缝衔接，提供

端到端的跨境物流服务。

落户浦东多年的运去哪目前已通过大数据系统连接港

口、船公司、仓库、拖车等数据节点，实现从起运地到目的地

全程物流可视化，提供包括海运、空运、陆运、仓储、报关、保

险等在内一站式国际物流综合服务。对于企业来说，可以通

过运去哪平台，实现在线报价、在线下单、在线物流追踪等功

能，从而提高自身供应链的敏捷性与可靠性，让国际物流像

收发快递一样高效。

“我们希望通过新型的数字化工具，将传统繁琐低效的

跨境物流服务，打造成智能输电网一样便捷易用，帮助中国

企业更好的开拓国际市场。与国外新兴的一些数字化货运

代理商不同，我们把自己定位成行业的连接者，更高效的连

接线下物流资源，利用技术赋能行业上下游。”运去哪创始

人、CEO周诗豪表示。

据悉，除了已实现的物流实时追踪、运输风险预警等功

能之外，运去哪正计划利用AI、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增加

订单智能履约、运输路径优化等更多新科技，帮助企业快速

提升物流管理效率。与此同时，运去哪也将把这方面的技术

能力对上下游开放，打造航运数字化生态圈。

2019亚洲消费电子展新博开幕
展示科技生态系统创新成就

日产汽车在本届亚洲消费电子展上展示了无形可视化技术、脑控车技术和纯电动四轮驱动车型——日产IMs概念

车。 □本报记者 王延 摄

联想上海研发中心扩建项目预计年底竣工
为重大专项提供研发支撑 进一步扩大公司业务板块

上海生产性服务业
接近发达国家水平
最近10年平均年增速达10%

物流在线服务平台运去哪获
中国航运科技领域最大单轮融资
浦东航运数字化逐步升级

上海国际设计周12月登陆浦东
设五大主题展馆 展商逾400家

本报讯（记者 王延）上海国际设计周组委会日前宣布，

今年上海国际设计周将于 12月 16-18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

中心开幕，预计展览面积超 8万平方米、参展商超 400家、论

坛活动多达80余场。

据介绍，今年设计周将以“放飞创意，让生活更美好”为

主题，以专题展览、奖项赛事、论坛活动三大板块为依托，融

合“创新+智能+时尚”三大元素，汇聚国内外顶尖设计资源、

品牌企业与业界精英，着力打造中外设计产业的展示平台、

交流平台与对接平台，不断提升中国设计产业的创意水平、

设计水平和融合能力。

据悉，今年设计周共将分为五大主题展馆。其中，智能

设计馆将展示生活领域的前沿黑科技与智能化创新产品，包

括智能通讯、智能家居、智能家电、智能交通等生活用品。艺

术设计馆将展示以当代创意艺术、画作、雕塑、手工制作为主

的设计生活消费品牌。全屋设计馆将展示以全屋思维和理

念设计的家居产品，包括整体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

软装设计，以及各类全屋定制解决方案等。生活方式体验馆

将展示酒店、商场、住宅、公园等不同风格的专业设计方案，

并跨界融入服装、珠宝、汽车等产品，展示不同风格的生活方

式场景。建筑新材料馆则将主打“绿色+科技”，展示与室内

外建筑装饰相关的各类新型产品和材料，涵盖吊顶、幕墙、瓷

砖、木石材、涂料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