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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领医药全球管理总部和研发中心落户

张江生物医药“创新森林”枝繁叶茂

■本报记者 杨珍莹

昨日，华领医药与上海张江（集团）有

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宣布华领医药

全球管理总部和研发中心落户张江。华领

医药将在这配备国际先进设备和实验室，

研发出更多突破性创新药品，并将其首创

新药推广到更多国家，惠及更多患者。

华领医药，这颗在张江播下的“创新种

子”如今已开花结果。随着华领医药等创

新个体的增多，张江生物医药的“创新森

林”也更加茂盛。

每年近50个一类新药
进入临床试验

近年来，浦东特别是张江已逐渐成为

生物医药领域学术新思想、科学新发展、技

术新发明、产业新方向的高地。最新数据

统计显示：张江每年都有近 50个一类新药

进入临床试验，目前处于临床试验的一类

新药约200个。

华领医药就是张江众多医药企业中的

一家。华领医药是一家立足中国，针对全

球糖尿病患者尚未满足的临床需求，研发

全球原创新药的生物技术公司。如今总部

落成，华领医药创始人、CEO陈力回忆起十

多年企业初创的故事：

2004年，他时任罗氏中国研发中心首

席科学官，受罗氏集团之命，来到张江，建

立了跨国药企在中国的第一家研发中心，

并把跨国企业药物研发方面的经验、标准、

质量管理体系带到中国。

2011年，他在张江创建了华领医药，并

提出“联合创新”：即所有的项目皆跟合作

者联合运作，公司原创新药HMS5552也率

先试点了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

华领医药落户张江，这在上海推进科创

中心建设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吴强看来，有着

非常积极的作用。他认为，华领医药是集“研

发创新+产业模式创新”为一体的企业，在它

的推动带动下，将会加速生物医药领域的科

技创新。“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经验，也在国内

的磨合中不断突破原有制度的瓶颈和壁垒。

张江科学城将持续培育打造更好更优的创新

环境，欢迎更多创新的种子扎根张江、开枝散

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三维度推进全球战略
首创新药预计2021年上市

华领医药起步于开发用于治疗 2型糖

尿病的新药 HMS5552。在近 8 年的时间

内，华领医药把这个全球首创新药推进到

III期临床，并且第一个 III期临床研究结果

就确认了明确的治疗效果。陈力透露，

HMS5552计划在 2021年上市，升级总部后

的华领医药，将在市场、新产品、新疾病领

域三个维度推进公司的全球化战略。

“HMS5552 这款新药的诞生是从 0 到

1，未来我们需要做的是从 1到 10。”陈力表

示，根据公司规划，未来将把这款新药推广

到欧美、“一带一路”沿线，并在此基础上开

发出10个新产品。

华领医药全球管理总部和研发中心距

离张江人工智能岛直线距离不足1公里。记

者了解到，未来华领医药还计划借助岛内技

术，建立个性化诊断和治疗的信息化平台。

■本报记者 张淑贤

近日，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与交

通银行霍尔果斯创新离岸人民币单元

合作，成功为交通银行上海自贸区临

港新片区分行的客户（第二届进博会

参展商）办理了全国首笔创新离岸人

民币单元进口代付业务。

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国际业务部

副总经理连蔚文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相比境外银行的进口代付，使用交

通银行霍尔果斯创新离岸人民币单元

相当于为境内企业增加了一个融资渠

道，“资金成本比自己付还要便宜几十

个基点。”

据介绍，该笔业务是交通银行首

次利用霍尔果斯创新离岸人民币单元

的资金，为境内客户办理的跨境人民

币进口代付业务。离岸产品与在岸自

贸区客户需求的有效协同与资源整

合，既可以增加人民币筹资渠道、降低

企业融资成本，又可以助推离岸人民

币业务的产品创新，拓展离岸人民币

单元的金融服务功能。

2013 年，霍尔果斯获批试点跨境

人民币创新业务，成为了中国首个“境

内关外”的跨境人民币创新金融业务

试验区。根据相关政策，中哈霍尔果

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内银行开办的创

新人民币存贷款业务，利率可参照境

外金融市场利率确定；境外机构在合

作中心银行开立的人民币结算账户，

可存放定期存款；合作中心内中方注

册企业的人民币境外融资不设定额度

上限，企业可根据自身需求自主决定

融资规模。

“把全国首笔创新离岸人民币单

元进口代付业务给予上海自贸区临港

新片区企业，也是对新片区的支持。”

连蔚文说，“首单业务后，未来将考虑

更多的复制推广。”

据悉，交通银行是目前国内唯一

一家同时具有外币和人民币离岸牌照

的国有商业银行。今后，该行将进一

步利用本外币离岸账户、自由贸易账

户、非居民NRA账户（境外机构境内

外汇账户）的三位一体金融服务体系，

助力临港新片区拓展离岸业务。同

时，不断拓宽筹资渠道，充分利用区

内、区外、离岸、境外等多个市场，寻求

最低成本资金，有效降低区内企业融

资成本，积极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助力

临港新片区成为统筹在岸业务和离岸

业务的重要枢纽。

此前，交通银行临港新片区分行

还已为中国香港注册公司——亮金国

际贸易有限公司办理外汇 NRA 账户

远期结汇业务，用于其向境内公司支

付贸易款项。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市

分局今年 7 月印发的《进一步推进中

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外汇管理改

革试点实施细则（4.0 版）》，允许注册

且营业场所均在区内的银行为境外机

构办理其外汇 NRA 账户人民币与外

汇衍生产品交易。交通银行临港新片

区分行为境外企业办理外汇 NRA 账

户远期结汇业务，便于企业日常资金

收付和汇率风险管理，提供结算便利，

进一步拓展了 NRA 账户的金融服务

功能。

本报讯（记者 王延）昨日，第 15届上

海国际汽车零配件、维修检测诊断设备及

服务用品展览会（以下称：2019上海汽配

展）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开幕。记者了

解到，汽车后市场在整个汽车产业链利润

来源中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报告显示，全球汽车后市场目前的产

值约 6万亿元，预计未来十年每年以 3%的

增长率增长，到 2030 年达到约 9.2 万亿

元。其中，中国正迅速成为全球汽车后市场

利润份额的重要贡献国。调查指出，2017年
中国汽车保有量已经达到1.27亿辆，中国汽

车后市场的规模约1.3万亿元，到2025年汽

车产业链中后市场的份额将占55%。

因此尽管最近两年国内汽车市场并不

景气，但 2019上海汽配展的整体展示面积

达到36万平方米，展会分为汽车零部件、电

子及系统、汽车用品、汽车维修与保养、RE⁃
IFEN轮胎、明日出行和汽车改装板块，超过

6500家企业涵盖汽车供应链各个环节。

众多知名领军企业再次亮相本届展会，

包括博世、采埃孚、德尔福、法雷奥、马瑞利、米

其林生活时尚、上汽集团等。同时还有邦邦、

华胜、克诺尔、使力得、日立化成、上海汽检、双

钱、一汽大众-仲谋等企业首次参展。

一位业内人士表示：“随着消费结构的

不断升级，消费文化和消费习惯逐渐向个

性化、舒适化和品质化演变，因此汽车内外

饰及改装市场，将成为未来的潜在发展领

域，市场规模将不断扩大。”也因此，本届展

会主办方从原有板块中进行独立细分，专

门打造了全新的汽车改装板块，集中展示

最新的订制改装排气系统、底盘改装、发动

机改装、房车及越野车改装等。同时，内饰

设计、车身套件、包围、改色膜、改色漆等产

品也在展会逐一亮相，以满足采购商个性

化需求。

去年首次登场就取得热烈反响的明日

出行板块，今年在展会上再次亮相。该板

块汇聚众多前沿高新科技企业，以此进一

步推动汽车数字化的发展。其中，智慧公

交展区作为明日出行板块的亮点专区，与

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城市公共交通分会和中

国公交信息网共同合作。现场展出的智能

化新能源公交车与智慧多媒体交互公交站

台模型，全方位展示了人工智能、出行服

务、多功能支付方式、智能驾驶与公共交通

的整合。

本报讯（记者 王延 通讯员 金轩）记

者从金桥开发区管委会获悉，2019年清华大

学汽车类本硕毕业生共约 60人，其中近一

半来到金桥工作。华为智慧汽车解决方案

事业部、联创汽车电子有限公司等金桥汽车

龙头企业成为了清华才子们的“凤凰台”。

经过 29年的开发和建设，金桥开发区

积淀了雄厚的汽车产业基础。金桥汽车及

零部件产业是浦东首个达到千亿元的重量

级产业，金桥汽车产业产值约占上海行业

总产值1/2。
开发区内，既汇聚了与联创汽车电子

有限公司共建的上汽 5G智能网联汽车电

子创新中心、泛亚汽车研发中心等技术研

发先驱者，又有联创汽车电子有限公司、华

人运通、华为智慧汽车解决方案事业部、上

海贝尔等整车及汽车核心零部件研发生产

者，更不乏几何伙伴、博世无人泊车研发测

试基地等智能驾驶领域的新生力量。

金桥开发区完备的汽车产业链、浓厚

的汽车制造研发氛围以及产业集聚带来的

大量工作机会，为汽车人才实现个人发展

和事业理想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与此同时，浦东人才政策在今年取得

新突破，获得户籍审批权，有助于提升浦东

的引才自主性，在更高水平上激励人才落

户浦东。在享有率先试点 8项人才制度的

基础上，金桥开发区也主动出击当“红娘”，

为人才与企业“牵线搭桥”：设立人才服务

中心，开通App网络平台，提供人力资源服

务；同时开发区每年举办企业专场招聘会，

为“未来车”等重点产业提供智力支撑。

据悉，下一步金桥将以建设“金桥城市

副中心”为契机，不断完善配套设施，提升

区域空间品质，增强金桥开发区核心功能

的辐射能力，培养适宜人才长期发展的环

境和土壤，力争以最优良的环境、最宽广的

舞台，吸引最顶尖的人才，促进金桥汽车产

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 杨珍莹）日前，傅

利叶智能再度推出新品 ArmMotus
M2 Pro上肢康复机器人，使用者可在

1 分钟内快速完成上机，进行康复训

练，设计尤为人性化。该产品还可链

接傅利叶“智能康复港”康复机器人整

体解决方案，成为智能康复生态的载

体之一。

记者了解到，M2 Pro在技术上的

创新之处在于，设备通过力反馈核心技

术，配合傅利叶智能自主研发的高性能

运动控制卡，M2 Pro能模拟治疗师的

手，在训练中为0-5级肌力患者提供多

种康复训练模式和“恰到好处”的辅助。

除了M2 Pro，傅利叶智能还推出

了 OTParvos 系列小数字 OT 训练系

统，它通过多种交互方式，提供了作业

疗法的便携式智能解决方案。

作为国内首个获得美国 FDA、欧

盟 CE、中国 CFDA、澳大利亚 TGA 全

牌照的医疗机器人公司，从推出首款

产品至今，3年时间，傅利叶智能已经

实现“完美蜕变”。傅利叶智能CEO顾

捷介绍：“傅利叶上肢康复机器人已进

入全球20多个国家，已入驻超600家机

构，为治疗师节省了4亿次康复训练动

作。”

在智能化时代，傅利叶智能深知

大数据和信息化是企业发展的生命

力。其目前已经形成了以机器人智能

化为主线的一体化精准康复解决方

案，即“智能康复港”项目。据悉，“智

能康复港”包含多种智能康复机器人

硬件产品，如上肢康复机器人、下肢康

复机器人、腕关节康复机器人、踝关节

智能康复机器人等，患者可根据自身

情况选择不同的设备进行有针对性的

训练，最终实现对患者上肢、下肢、关

节的全面化训练，覆盖患者全周期、全

部位的康复训练。

交行助力临港新片区拓展离岸业务

全国首笔创新离岸人民币单元
进口代付业务落地

本报讯（记者 张淑贤）为进一步

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交

通银行近日宣布，自 12月 1日起，正式

免除长三角区域内（上海市、江苏省、

浙江省、安徽省）企业网银本行行内转

账汇款手续费，涵盖 7家省市分行（上

海市分行、江苏省分行、苏州分行、无

锡分行、浙江省分行、宁波分行、安徽

省分行），减免期限一年。

据了解，减免期限内，交通银行

将为企业免除长三角区域内企业网

银同城、异地本行行内转账手续费，

通过减费让利，积极服务实体经济，

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该举措不

仅进一步降低长三角区域企业的交

易成本，还将让资金在区域内流通更

便利，促进资金要素在区域内的优化

配置。

作为唯一一家总部设立在长三角

的国有大行，交通银行依托全牌照经

营优势，全方位对接长三角一体化重

大规划、重大项目和重大改革，致力于

提供综合化、定制化优质金融服务。

交通银行表示，下阶段，还将进一步加

大对长三角区域资产业务的投放力

度，积极支持重点领域、重点产业发

展，不断提升服务市场的能力和响应

市场需求的速度，逐步解决长三角市

场痛点难点问题，切实服务实体经济

发展。

2019上海汽配展聚焦“明日出行”

金桥“未来车”产业发展注入鲜活力量

傅利叶智能推出新款机器人
中国康复机器人已进驻20多个国家

交行率先免除长三角企业网银
行内转账手续费

智能驾驶、人工智能等一些汽车高新技术展吸引了不少参观者。 □本报记者 王延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