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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大健康赛道，江南大学如何发挥
学科优势，同时突出创新和专利成果转
换落地？

陈卫表示，多年来学校始终坚
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
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
民生命健康，利用“食品科学与工
程”“轻工技术与工程”等一流学科
优势，在生物医药、食品营养以及
食品大数据、特殊食品等领域发力，

努力研发食品领域颠覆性技术；近年

来还布局了和医药相关的学科，江南大学
无锡医学院，作为和无锡市政府共建的医
学院，在培养体系、学科排名、人才引进、科
研平台、融合发展等方面取得了阶段性成
果，现已构建本硕医学人才培养体系，吸引
了较好的生源，获批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
设点。

围绕生物医药，江南大学在药学院基础
上组建了生命科学与健康工程学院，学院突
出生物制药特色，致力于培养面向国际生命
健康学科前沿、服务国家生命健康产业发展

的新时代人才。同时，学校还面向衣食住行
等方面，发挥设计、纺织、化工、人工智能等
学科优势，通过交叉学科研究，围绕“健康中
国”战略，研发了诸多大健康领域的产品，助
推大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

2022年3月，江南大学制定发布了“奋
进计划”，进一步谋划跻身世界一流大学建
设行列的中长期愿景。学校将以国家重点
实验室重组为契机，围绕食品健康产业需求
布局新型研发机构，进一步激发科研人员创
新活力。

中国工程院院士、江南大学校长陈卫：

发挥学科优势，布局大健康赛道

从专家的角度看，何如意认为，无锡生
物医药板块的发展体现了中国医药产业创
新研发正处在一个早期发展阶段，这个阶段
的特征是较多参照国际上已有的成功经验，
原创较少，同质化较强，这符合发展规律。

短时间内是否会有新突破？何如意的回
答是肯定的。他举例，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
就会产生平台更新的需求，如同大家近期关
注的医疗资本带来的撼动效应，会倒逼企业
做大产业平台和进行技术水平升级。所以，
在未来两三年，无锡和其他城市的生物医药

产业园一定会迎来平台和技术的升级。
那么，生物医药更具潜力的下一个领域

在哪？何如意提示，新冠肺炎疫情让大家看到
了疫苗产业新技术的更新。疫情过后，疫苗技
术会保留下来，且应用场景更广，比如季节性
流感、肿瘤治疗等。因此，在单抗领域之后，
ADC药物研发将受到更广泛的关注，目前国
内也已有企业在研发，包括双抗检测都会因为
更完善的技术和合适的价格成为关注热点。

对于近年来无锡药企频频“出海”，何如
意现场点赞。他表示，“走出去”一定是中国

创新药发展的大趋势，无锡企业走国际化道
路是必然的。中国创新药发展到今天有很
多探索经验，药企要随时总结成功和失败的
经验。他还现场给准备“出海”的无锡企业
支招：充分做好开拓市场的准备工作和提升
自身竞争力。目前，中国的创新药市场没有
欧美成熟，所以企业需要多关注所去国家的
临床需求，是否已经饱和。在一些失败案例
中，企业过于急躁，希望一步做到三期临床
试验，这意味着有很高的风险。同时，要注
重和监管机构的深层次沟通。

国投招商生命科学首席科学家、国家药审中心原首席评审科学家何如意：

药企国际化，是必然之路

做生物医药产业，在国内很少能找到比
无锡更好的起点。这是王磊在大会现场反
复提及的一句话。

本次大会上，阿斯利康、中金资本与无
锡国联集团正式发布了重磅战略合作意向，
计划合作募集总规模50亿元的基金，作为
阿斯利康中金医疗产业基金的第二阶段募
资，该基金将充分发挥阿斯利康的产业优
势，为无锡区域的健康产业迭代注入新动
能。

王磊对无锡发展生命健康产业的未来充

满信心，认为这里基本涵盖了产业的各个领
域，政府有好的扶持政策，各生物医药产业园
区的主题特色鲜明、有序竞争，加上江南大学
的学术和科研支撑，以及阿斯利康与无锡政府
共建的无锡国际生命科学创新园，已逐渐为生
物医药创新企业提供生态圈赋能。此次发布
的重磅战略合作意向，将会给纷至沓来的药企
提供政策、资金和技术的多重支持。如此好的
生态圈，也有利于产品更好走向世界。

将无锡作为主场的阿斯利康，下一步将
如何发力，让中国创新药走向世界？此次，

阿斯利康与药明生物达成新冠预防中和抗
体药物本地化生产战略合作，将有助于支持
本土医药产业创新发展。王磊还表示，阿斯
利康、中金资本与无锡国联集团计划合作募
集的基金投向将更多集中在数字医疗和创
新药以及精确医疗的检测等领域，希望在未
来的5-10年内，能在无锡诞生出4-5个世
界级新药。如果说阿斯利康之前是把全球
的创新药让中国患者同步使用，下阶段的任
务则是致力让全世界的患者用上中国的创
新药。

阿斯利康全球执行副总裁，国际业务及中国总裁王磊：

让全球患者用上中国的创新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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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全球经济在新冠肺炎疫情反
复以及紧张的国际形势等多重因素冲击
下增速放缓。但同时不可忽视的是，任何
产业都会面临周期性变化。如何在变化
中寻找价值，昨天开幕的2022太湖湾生
命健康未来大会主峰会圆桌论坛就“生命
健康产业投资与未来”这一业界关注的话
题，展开讨论。

审视当前：
药企要持有什么心态？

GE医疗金融集团中国及亚太区总裁
兼首席执行官叶永梅在开篇中直言不讳，

“当冬天来临时就要学会做减法”。她的
观点是，“生命健康未来大会是非常好的
平台，在政府打造优质营商环境的推动
下，这么多资本愿意到无锡来寻找好项
目，企业要持有开放的心态去寻找合作机

会。”
ETP致和康道投资创始人、凯信远达

董事长兼CEO何为无30多年来都在做生
物医疗“从0到1”的工作，目前他主持的基
金在无锡也有多个投资。在他的职业生涯
中经历过项目失败、股价暴跌等危机，但是
一旦有一款投资的新药上市，回报远远超
过预期，“这个过程可能是十几年甚至更
久，我们要允许当中有周期性的回落和风
险。”

弘晖资本创始人、CEO王晖则认为现
在正是孕育最优质企业的好时机，“最近这
一段时间投资可能会产生巨大的回报。”他
举例，2008年他所任职的一家美资基金公
司，在美国二级市场买入价值5000万美元
药明康德的股票，“药明康德当时市值是
100多亿元人民币，但是现在已经远远超
越了这样的量级。”他认为困难总会有，艰

难的时刻才能“以非常便宜的价钱买到最
好的东西”。

寻找对策：
什么样的好项目能获得青睐？

叶永梅把值得投的“好项目”定义在是
否对产业链整体提升有贡献。“GE现在在
做国产化这件事，所以我们会看这个企业
或者项目是否能带来产业链供应商的整体
技术提升。”她认为，技术、资本、产业的融
合是当下最好的选择。

阿斯利康全球执行副总裁，国际业务
及中国总裁王磊认为现在资本要投的都
是“早期硬科技”，是那些真正静得下心来
去做研发的企业、技术平台；还有就是要
跟着行业、资本“大佬”走，“很多研究成果
不一定要自己来做商业化，也不一定自己
做国际化”，王磊认为国内企业可以专注

于中国的商业化和研发，把国外的研发外
包给国际药厂。

国投招商生命科学首席科学家、国家
药审中心原首席评审科学家何如意给出的
应对方法是，企业在此时要集中优势来调
整自己的产业方向，“不能说产品管线越长
越好、越宽越好、越多越好，要集中精力和
有限资金，把优势产品做好。”

放眼十年：
知名药企在无锡的抱负是什么？

不管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因为无锡
聚到一起，对这里总是有一份特别的期待，
而这份期待也蕴含着这些已经成为行业佼
佼者或正在加速成长的药企、机构对中国
医药产业的理解和抱负。

阿斯利康执行委员会定下了未来5
年、10年的发展战略，其中有一条就是

未来10年要开发20多个新药。王磊认
为，作为阿斯利康全球战略的重要板块，
无锡至少要研发出4-5个这样世界级新
药。

GE医疗在无锡深耕30年，20年前一
款由无锡工厂自主研发的编写式的超声产
品不仅卖到了全球，还被载入哈佛商业论
坛，成为从本土化到全球化的典型案例。
叶永梅表示，无锡依然具备这样的创新能
力和产业转化能力去复制更多产品从本地
走向国际的高光时刻。

高质量的生态必然吸引高质量的合作
伙伴。何如意也表示，资本信任专业，有了
阿斯利康、GE这样的龙头企业的带领，无
锡生物医药产业的生态会更加健康和开
放，资本将更加热衷加入其中，共同将产业
做大做强，“国投招商愿意把更多优质的创
新药企业落户在无锡”。

在变化中寻找价值，资本更青睐怎样的企业？

当前生物医药产业正处在市场周期
的低点，但同时也可能是新技术周期的
起点。那么，下一步布局什么？

单俊葆给出了三个关键词：源头
创新、科技赋能和全球竞争。

在源头创新方面，虽然现在同质
化竞争非常激烈，但他觉得可喜的是，
依旧有很多“新”诞生出来。比如在医
疗器械方面，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有

很多新的政策是有利于国内医疗器械发
展的。像联影医疗等企业，在大部分设备上

已经实现突破。在荧光内窥镜、瓣膜介入、人
工心脏等细分板块，一些企业已经处于领先。

同时他认为，很多企业已经在应用科技
赋能领域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甚至量子技
术应用来帮助寻找稳定性，寻找现代化合物，
助力药的研发。过去医药的研发很多是基于
人的经验，周期长、风险大，现在借助科技赋
能会大大提升效率，甚至发生一些颠覆性的
变化，这些都是投资领域会更加关注的。

因此，在全球竞争的背景下，单俊葆认
为资本要更好地做好产业协同。过去在做

私募股权业务的时候，主要借鉴的还是美元
基金的打法，但是今天在中国做私募股权，
这种传统的打法已经不够了，一定要“投
资+赋能”，而且是与实践相结合，本质上就
是要走中国特色的私募股权之路。比如很
多地级市的基金，其实已经把资本和产业服
务以及服务区域经济更好地结合。另外，就
是提倡“双向赋能”，特别是为被投企业做好
赋能，能够更好地在市场化发行的过程中助
力发行定价和后期的市值维护，从而构筑生
态圈。

中金资本运营有限公司总裁单俊葆：

资本和产业双向赋能，构筑生态圈

滕皋军从事医学影像与介入放射临床、教
学、科研工作近40年，为中国介入放射学发展
作出了开创性和持续性贡献，特别是在肝癌、外
周血管及脊柱等领域的介入治疗有突出成
就。主峰会上，作为一个科学家、一名医生，滕
皋军分享了自己关于临床驱动如何介入医学
创新与转化的看法，同时号召更多企业能够以
产业的力量来加入和推动诊疗一体化在中国
的发展。

滕皋军分享了他和团队围绕肝癌这一

严重危害国人健康的重大疾病，探索的一系
列介入综合治疗技术，包括栓塞化疗术、各
种冷热消融技术、放射性粒子植入术等，他
还谈及如何与工程技术团队一起合作，发明
放射性粒子支架技术的历程；如何通过科学
研究与产业技术的磨合，来实现一项新技术
新产品的诞生和应用，造福更多的患者。

滕皋军认为诊疗方案要从临床切入，从
而带动产业链的形成。“从血管到气道、到消
化道，我们把多种机器人用一套操作系统平

台来迭代分析。这项工作尽管国内起步不
太早，但是资本非常看重，相关企业已经完
成Pre A轮的融资。我相信以诊疗带动系
列项目的应用，会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

他希望以这次大会为契机，科学团队能
够与长三角、环太湖特别是无锡的企业有广
泛的合作，把相关工作推进起来，“我们的研
究站位和起点都很高，足以在产业方面形成
国际化引领，希望产研能够深入融合，抓住
这个难得的机遇。”

中国科学院院士、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院长滕皋军：

从临床切入，以诊疗带动产业溢出

蓝恭涛从政策层面介绍了国
家药监局深化药品审评审批制度
改革、推动临床急需药品上市的相
关工作。他表示，从2015年以来，
我国深化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
采取一系列措施，大力推进药品研发

以及药品监管体系完善，推动生物医
药领域蓬勃发展。在临床试验领域，实

施临床试验60日默示许可，大大提高了效
率；药物临床试验机构由资格认定调整为备案

管理，充分地释放了临床资源，“目前备案机构
达1200多家，很好地支撑了药物研发。”蓝恭涛
说。在业内较为关注的审评审批方面，审评能
力不断提升，审评效率不断提高，审评队伍也
不断壮大，审评的时限明显缩短，加快了临床
急需药品上市。“支持创新，实施上市许可持有
人制度，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药品全
生命周期管理。部分创新药采取上市许可持
有人委托生产的方式进行生产，盘活了资源。”

蓝恭涛的演讲为业界带来了权威的政策

解读，他还强调，行业健康、长远的发展，离不
开规范化，需要加强质量管理，要守住质量安
全，方能行稳致远。药品质量安全涉及公众
健康，药监部门将持续强化监管，为高质量发
展保驾护航，这是大家共同的事业，需要大家
共同努力。蓝恭涛表示，生物医药产业是一
个人才密集型、知识密集型、资金密集型的行
业，需要各方加强合作，“期待在太湖畔形成
更多的共识，达成更多的合作，更好地满足公
众用药需求。”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药物研究处处长蓝恭涛：

政策面持续释放红利，支持加快临床急需药品研发上市
超越、共融、健康、智远。

四组词，浓缩了2022太湖湾
生命健康未来大会的主旨和使
命。在七夕当天举办的这场行
业盛会，也恰似搭起了一座桥
连通产业与资本，加速融合发
展。

2020年初，伴随新冠肺
炎疫情的暴发，全民健康意识
被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人
们对医疗创新的期待前所未
有，生命健康产业成为新一轮
科技与产业革命角力的主战
场，被投资界视作“永不衰落的
朝阳产业”。随着疫情的态势
变化，生命健康产业也迎来了
大考：如何提速生物技术创新、
提升医疗健康水平、促进产业
成果转化？“产学研用”融合模
式又如何驱动生命健康产业高
质量发展？在这场精彩纷呈、
务实高效的盛会上，国内外生
命健康产业领域创新生态圈的
高端资源集聚，共同探讨医药
医疗健康产业的发展和投融
资。在无锡，在太湖之畔，携手
共绘生命健康产业的璀璨图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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