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人零售车、机器人银行柜员、VR试衣镜……在日前举行的

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中，各种新鲜的服务体验让参观

者直呼过瘾。其间，在以“卓越服务 链接全球”为主题的上海主

题日活动中，“浦东特色”成为一大亮点，有近40个优质投资项目

集中签约落地浦东等三个重点区域。

数据显示，作为上海发展服务贸易重点区域，浦东的服务贸易

进出口规模自2010年起年均增长约10%，2019年达到871.57亿

美元，占全市的47.3%；运输、旅游、专业管理及咨询是浦东服务

贸易进出口的三大引擎，占总规模的75%左右。

在新一轮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促进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中，浦

东如何贡献力量？上海奥浦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肖志华、同

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张玉臣分享了各自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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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围绕硬核产业打造服务贸易“新高地”
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逐年递增 去年达到871亿美元

■本报记者 杨珍莹

记者：说到贸易，一般就是货物的进出

口，大家比较容易理解。服务贸易指的是

什么？有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定义？

张玉臣：按照世贸组织对服务贸易的

定义，它涵盖 12个领域，包括通讯、研发、

数据等。服务贸易跟一般货物贸易的区别

在于，商品的交易一般是可以通过中介完

成的，但服务贸易一定要见面，这使得服务

贸易的形式要比货物贸易、商品贸易复杂

得多，它的形态要和用户、消费者结合到一

起才能完成。从价值链上讲，服务贸易比

产品制造价值链更高。

记者：2020服贸会是疫情以来我国在

线下举办的第一场重大国际经贸活动，您

如何看待我们在这个时间点举办这次活

动？

张玉臣：首先，这次服贸会的举办标志

着我国商务经济活动的正常化；其次，这次

服贸会和上海进口博览会、广州出口贸易

交易会并列，也宣示着在当前贸易保护主

义、逆全球化思潮涌动的情况下，中国还是

坚决地推动对外开放，坚决地推动全球化；

最后，在中国进入WTO近 20年这个时间

点上，提升服务贸易进入更高阶段，意味着

我国开放大门只会越开越大。

记者：奥浦迈是这次集中签约的40个

优质项目之一，你们为什么可以被选上？

签约之后，公司有哪些计划？

肖志华：在生物医药大热潮里，奥浦迈

主攻两方面：一个是最核心的原料细胞培

养基的进口替代，高端的抗癌药物都离不

开细胞培养基；二是服务，很多创新药公司

在开发一些新药，我们提供服务外包（CD⁃
MO）协助这类创新企业，聚焦从开发到生

产的全产业链，可以说奥浦迈是一个高端

制造业加现代服务业的完整融合。

我们在国际医学园区内已有 8000平

方米的研发生产基地，正准备在张江创新

药基地建立新的生物药产业园，创新药企

业只需要带来研发点子，我们提供药物所

需的开发、原材料等一站式服务，形成一个

生态链，这是我们下一步的大计划。

记者：生物医药和服务贸易两者乍一

听似乎有些距离，这两者如何联系在一起

呢？

张玉臣：随着产业发展技术水平的提

高，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专业化分

工。比如奥浦迈的重要产品细胞培养基，

是许多制药企业必须的，但因为太细分领

域，自己不一定能做起来。这时就需要拥

有较强研发实力和基础的公司提供系统性

服务，这是一个全球产业链分工必然的结

果，研发环节被分化出来，以服务的形态去

供给。

我们又赶上所谓的智能时代、数字时

代，在这一时代特征下，一定会把产业的服

务成分极大地扩大，让服务变得越来越重

要。所以我觉得奥浦迈这样的公司走在了

时代的潮头，抓住了时代的脉搏，所以奥浦

迈的竞争力很强。

记者：这次服贸会上，上海、浦东展示

出众多生物医药好项目，及高科技公司、

高端现代服务业，能否看出产业的新发展

趋势？

张玉臣：随着全球产业链专业化分工，

高端服务需要具有更大的附加值，才能具

有更高端化的特点。

从这次在北京举行的服贸会上推出这

么多服务项目可见，我国产业链在维持着

制造和新产品研发的同时，高端服务已经

起来了，而且效应非常大的。也说明我们

浦东的业态已经非常丰富，甚至走向了高

端化。

记者：奥浦迈也是从张江走出来的企

业，2013年成立于张江国际医学园区。当

初公司成立的时候，是什么原因让您决定

选址在这里？张江的吸引力在哪？您觉得

这7年来，这里的环境有哪些变化？

肖志华：我们在张江的孵化是一步步

发展走过来。回头一看，7年过去了，我最

大的体会是，当初的决策非常正确。因为

我们要做一个国际品牌，上海拥有完整的

产业链，周边有众多创新药的公司、很好的

人才、产业的集聚。

我们从 500平方米的孵化器起步，如

今将在临港建立大规模的工厂，还将在

创新药基地建立产业园。7年间，奥浦迈

经历了 5 轮融资，像我们这类创业公

司，遇到了最好的时代、好的营商环境，

走到现在，希望能把产业链在浦东进一

步集聚。

记者：近几年，我国创新药取得了一系

列的重大突破，从1类抗癌新药呋喹替尼

实现上市，我国首个原创阿尔茨海默症新

药获批上市等，许多创新药都是从张江走

出来的。张江为何可以有这样的创新土

壤？

张玉臣：可以用 8个字来形容张江生

物医药产业链的特点。

第一个叫深耕，严格的按照商业规律

去支持企业，按照科学的规律去支持研发，

张江做到了这一点。

第二个叫厚植，就是厚植这个产业所

需要的各种要素和基础。张江的公共服务

平台建立，就是提供产业所需的公共服务

基础，让企业研发成本降低，这样厚植的生

态环境，可能是国内其他区域暂时还不具

备的。

第三个是阳光，该出太阳的时候出太

阳，如政府的照耀、支持。比如这次的集体

签约，又比如科学城建产业基地，这就是政

府能做的，个体做不了的事。

第四个是雨露。浦东给企业提供的资

本支持是有质量的，按规矩办事的，不要求

企业“催肥”，这样的综合生态环境是20年

修炼的结果。

记者：通过此次签约，奥浦迈未来还

有哪些计划，更好服务于生物医药产业

发展？

肖志华：我们通过这次签约，事实上是

启动建立奥浦迈生物药产业园，聚焦大生

态里面的小生态，通过CDMO服务，帮助

创新药推至临床，做临床样品生产等，让创

新药的开发走上一条快车道，预计产业园

将在3年内建成。

记者：浦东要打造更开放的创新土壤，

我们还应该从哪些地方发力？

张玉臣：最重要的一点是厚植科学基

础，因为生物医药是一个变化非常快的产

业，而且对科学依赖非常强的产业。从生态

角度来说，还是要按照总书记的要求，把上

海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成为创

新的策源地。政府要推动基础科学研究，成

为生物医药基础科学的新学术、新观点、新

思想的诞生地，给创新企业提供更多的养分

和炮弹，使它们长得更快更好。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9月 10日，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和兴业银行上海分

行举行《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和兴业银行

上海分行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会议，正

式启动绿色金融战略合作，将为绿色生

态项目的建设提供支持。

根据协议，双方将立足于上海打

好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快构建现

代环境治理体系，打好绿色金融这张

牌，推动上海区域和长三角重大绿色

项目，加大对重点绿色企业的金融支

持力度，进一步创新环境治理金融机

制、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优化营商环

境、服务企业发展，加强在生态环境信

用信息共享、共同通过绿色金融和供

应链金融的有机融合实现供应链金融

的环境保护功能。

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程

鹏表示，与兴业银行开展绿色金融战

略合作并启动相关具体项目实施，是

共同推动上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

环境高水平保护的重要举措，是践行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思想的重要手段。协议签署后，市、区

两级生态环境部门和兴业银行上海分

行、各区支行将立足各自优势、整合各

方资源，加强政策研究和产品创新，建

立绿色金融协调沟通机制，畅通绿色

项目融资供需双方信息渠道，加快推

动有潜力的绿色金融项目落地，为进

一步促进产业绿色发展、优化营商环

境而努力。

签约会上，双方还同步签署了《第

三方环保服务示范金融协作项目协议》

《生态环境科普基地共建项目协议》，以

及相关区级层面和企业层面的绿色示

范项目协议。这是前期在《战略合作协

议》基础上，经过深入研究磋商形成的

几个相关重点项目协议，将为上海有效

推进第三方环保规范服务、绿色供应

链、环境科普等重点工作提出有力的金

融支持。

本报讯（记者 蔡丽萍）开学季，不

少家长会为孩子选购书桌、家具等学习、

生活用品。但市面上产品多样，质量如

何？是否符合相关安全要求？近期，市

市场监管局集中组织执法力量对天猫、

京东、1号店3个网络交易平台销售的25
批次儿童家具进行了市场检查和质量抽

查，经检测，有18批次不合格，不合格检

出率为72%。

据悉，此次抽检不合格项目主要是

边缘及尖端、孔及间隙、底座静载荷试

验和警示标识四项。其中，边缘及尖端

是结构安全要求，儿童都比较活泼好

动，但其安全意识较低，若有尖锐的危

险外角，容易造成撞伤、擦伤等直接伤

害。此次抽检中，边缘及尖端不合格有

3批次。

孔及间隙、底座静载荷试验也是结

构安全要求，儿童的好奇心比较强，如果

孔及间隙不符合标准，小朋友可能会将

手指深入这些孔洞或间隙中，卡住造成

伤害。底座静载荷试验如不合格，儿童

在使用家具时，相应部件容易损坏或脱

落，存在砸伤、误伤儿童的风险。此次孔

及间隙不合格商品共有11批次。

警示标识是国家强制性标准，由于

儿童安全防范意识较低，相应的警示标

识可以警示儿童和家长防范未知风险，

保证儿童安全使用产品。此次不合格产

品有 11 个批次，不合格商品未标注“3
岁-6岁”“3岁及以上”或“7岁及以上”

年龄段等警示语。

根据抽检结果，市场监管部门已责

令相关经营者立即停止销售不合格产

品，对库存产品、在售产品全面清理，并

对销售不合格产品的经营者依法调查处

理。市场监管部门提醒消费者，在网络

交易平台选购儿童家具时要注意产品结

构安全、警示标识、有害物质等是否合

格。另外，应特别关注产品介绍中有没

有关于适用年龄段的说明，尽量选购标

识符合标准的产品。

本报讯（记者 杨珍莹）近日，浦东

药企再鼎医药宣布，国家药品监督管理

局已批准则乐的补充新药上市申请，用

于晚期上皮性卵巢癌、输卵管癌或原发

性腹膜癌成人患者的维持治疗。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妇瘤科主

任吴令英表示：“此次则乐用于一线维

持治疗的新适应症的获批，有望改变目

前国内卵巢癌的治疗方式。则乐作为单

药维持治疗的研究显示在卵巢癌患者群

体中表现出肯定的临床疗效，此外作为

一天一次的给药方案，它还拥有优越的

药代动力学特性，包括穿透血脑屏障的

能力。”

卵巢癌是中国发病率最高的妇科肿

瘤之一，在中国每年有超过 5.2万例新发

患者和 2.3万例死亡患者。尽管经过初

始含铂化疗后得到缓解，但大多数卵巢

癌患者都会无可避免地复发。而目前对

于铂敏感复发卵巢癌治疗的选择仍然非

常有限。

研究显示：则乐用于一线含铂化疗

达到完全缓解或部分缓解后的卵巢癌患

者的单药维持治疗，能够显著改善患者

的无进展生存期，在总人群中使疾病进

展或死亡的风险降低了38%。

本报讯（记者 杨珍莹）近日，浦东

药企君实生物发布消息称，其自主研发

的抗PD-1单抗特瑞普利单抗（拓益）已

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突

破性疗法认定，成为首个获得 FDA突破

性疗法认定的国产抗PD-1单抗，这是继

5月拓益治疗鼻咽癌获得 FDA孤儿药认

证后又一重要注册进展。

今年4月，君实生物向国家药品监督

管理局递交的拓益用于治疗既往接受过

二线及以上系统治疗失败的复发/转移

鼻咽癌新适应症上市申请获得受理，并

于 7月被纳入优先审评程序。这也是全

球首个抗PD-1单抗治疗复发/转移性鼻

咽癌的新药上市申请。

记者了解到，拓益自 2016年初开始

临床研发，至今已在中美等多国开展了

覆盖十余个瘤种的 30多项临床研究，探

索本品在鼻咽癌、尿路上皮癌、肺癌、胃

癌、食管癌、肝癌、乳腺癌、肾癌等适应证

的疗效，与国内外领先创新药企的联合

疗法合作也在进行当中，君实生物期待

让更多中国及其他国家的患者获得国际

先进水平的肿瘤免疫治疗。

网售儿童家具不合格率达72%

市生态环境局携手兴业银行上海分行启动绿色金融合作

加大对重点绿色企业金融支持力度 再鼎医药卵巢癌治疗
补充新药获准上市

君实生物鼻咽癌治疗单抗
获FDA突破性疗法认定

专家共话在促进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中，浦东如何贡献力量。□东方财经·浦东频道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