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政策在政策、、资本资本、、消费升级等诸多因素推动下消费升级等诸多因素推动下，，
我国体育产业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代我国体育产业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代。。近日近日，，国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务院办公厅印发《《体育强国建设纲要体育强国建设纲要》，》，首次从国首次从国
家政策层面提出促进体育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家政策层面提出促进体育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
性产业性产业，，并明确给出时间期限并明确给出时间期限——20352035年年。。

““体育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体育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是是
世界体育强国的标志性特征世界体育强国的标志性特征，，也是国际体育产也是国际体育产
业发展的基本规律业发展的基本规律，，它的它的重要指标是体育产业重要指标是体育产业
总量占总量占GDPGDP的比重的比重。。””上海体育学院教授黄海燕上海体育学院教授黄海燕
表示表示，，尽管尽管 20172017 年我国体育产业总规模占年我国体育产业总规模占 GDPGDP
的比重仅有的比重仅有 00..9494%%，，但产业增速一直保持高位但产业增速一直保持高位。。
20142014 年至年至 20172017 年年，，我国体育产业增加值年均增我国体育产业增加值年均增
速达到速达到2424..66%%。。

““经过科学测算经过科学测算，，预计到预计到20352035年年，，这一比重将这一比重将
达到达到44%%左右左右。。从这个角度讲从这个角度讲，，将体育产业发展成将体育产业发展成
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是我国建设体育强国的必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是我国建设体育强国的必
由之路由之路。。””黄海燕说黄海燕说。。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既需要产业规模进一既需要产业规模进一
步扩大步扩大，，也需要产业结构更加合理也需要产业结构更加合理。。””国家发展改国家发展改
革委社会发展司司长欧晓理认为革委社会发展司司长欧晓理认为，，推动体育产业推动体育产业
逐步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逐步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强化体育产业的强化体育产业的
要素保障要素保障，，让经常参加体育锻炼成为一种生活方让经常参加体育锻炼成为一种生活方
式式，，这一定位符合产业发展规律这一定位符合产业发展规律，，适应建设健康中适应建设健康中
国的需求国的需求，，也适应人民群众的期盼也适应人民群众的期盼，，为社会各方力为社会各方力
量进入体育产业以及激发体育产业内在活力发出量进入体育产业以及激发体育产业内在活力发出
了一个积极的信号了一个积极的信号。。

深耕体育产业多年的北京绿茵天地场馆经营深耕体育产业多年的北京绿茵天地场馆经营
管理有限公司见证了我国体育产业的飞速发展管理有限公司见证了我国体育产业的飞速发展。。
公司总经理赵梅告诉记者公司总经理赵梅告诉记者，，近年来近年来，，体育服务业比体育服务业比
重大幅提升重大幅提升，，其中健身休闲其中健身休闲、、体育竞赛体育竞赛、、场馆服务场馆服务、、
体育培训等业态体现出较强的消费带动能力体育培训等业态体现出较强的消费带动能力。。

近日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关于促进全民健身
和体育消费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和体育消费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鼓鼓
励各地推进公共体育场馆励各地推进公共体育场馆““改造功能改造功能、、改革机制改革机制””
工程工程，，明确提出政府投资新建体育场馆应委托第明确提出政府投资新建体育场馆应委托第

三方企业运营三方企业运营，，不宜单独设立事业单位管理不宜单独设立事业单位管理。。
““健身场地运营健身场地运营、、青少年体育培训和大众赛青少年体育培训和大众赛

事事，，这是体育场馆运营的这是体育场馆运营的33个核心体系个核心体系。。‘‘双改工双改工
程程’’的推进的推进，，就是要破解公共体育场馆运营存在的就是要破解公共体育场馆运营存在的
体制机制障碍体制机制障碍，，不断改造和丰富公共体育场馆的不断改造和丰富公共体育场馆的
综合功能综合功能，，最终提升体育场馆运营的专业化和社最终提升体育场馆运营的专业化和社
会化水平会化水平。。””赵梅表示赵梅表示，，体育产业的核心体育产业的核心，，依然是对依然是对
消费者需求的开发和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开发和满足。。定义消费需求定义消费需求，，直击直击
消费热点消费热点，，改善消费体验改善消费体验，，是体育服务提供者的必是体育服务提供者的必
修课修课，，这就需要体育场馆运营公司具备科学性这就需要体育场馆运营公司具备科学性、、专专
业性业性、、引领性等特点引领性等特点。。

““全民健身活动的推广全民健身活动的推广，，有赖于体育场地供给有赖于体育场地供给
的增加的增加。。因此因此，，需要持续优化体育用地供给需要持续优化体育用地供给，，因地因地
制宜建设体育场地设施制宜建设体育场地设施。。””赵梅认为赵梅认为，，随着融合成随着融合成
为体育产业发展的重要特征为体育产业发展的重要特征，，在体育产业发展实在体育产业发展实
践中践中，，““体育体育++旅游旅游”“”“体育体育++商业商业””等等““体育体育++””已屡已屡
见不鲜见不鲜。。未来未来，，我国体育消费场景将更加多元化我国体育消费场景将更加多元化，，
也会有更多体育健身项目进入大众视野也会有更多体育健身项目进入大众视野。。

如今如今，，体育竞赛表演业成为体育产业发展中体育竞赛表演业成为体育产业发展中
的一个重点的一个重点。。前不久在中国举行的男篮世界杯前不久在中国举行的男篮世界杯，，
88个赛区的球市非常火爆个赛区的球市非常火爆，，给给88个办赛城市带来非个办赛城市带来非
常好的经济效益常好的经济效益。。随着百姓在家门口欣赏高水平随着百姓在家门口欣赏高水平
赛事的机会越来越多赛事的机会越来越多，，人们逐渐形成体育消费习人们逐渐形成体育消费习
惯和健身运动的理念惯和健身运动的理念。。

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李颖川说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李颖川说，，目前目前，，我国的我国的
一些优势体育项目一些优势体育项目，，如乒乓球如乒乓球、、羽毛球羽毛球、、围棋等围棋等，，有有
一定的群众基础和消费市场一定的群众基础和消费市场，，但这些项目还没有但这些项目还没有
真正形成职业联赛市场真正形成职业联赛市场。。下一步下一步，，我国将继续丰我国将继续丰
富赛事数量富赛事数量，，提高赛事质量提高赛事质量，，优化供给侧结构优化供给侧结构，，支支
持一批体育项目逐步进入职业化持一批体育项目逐步进入职业化，，并构建职业联并构建职业联
赛的分级制度赛的分级制度，，成立各类职业联盟等成立各类职业联盟等。。““通过这些通过这些
措施措施，，将会有更多项目发展成职业赛事将会有更多项目发展成职业赛事、、进入市进入市
场场，，赛事的质量和水平也会不断提高赛事的质量和水平也会不断提高，，给观众带来给观众带来
更多更好的观赛体验更多更好的观赛体验，，同时也对体育产业的发展同时也对体育产业的发展
起到推动作用起到推动作用。。””李颖川说李颖川说。。

体育产业体育产业::

加快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加快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韩秉志韩秉志

20102010年年，，我在清华大学读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博士我在清华大学读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博士，，从从
一篇学术文章一篇学术文章““瞬时弹性成像瞬时弹性成像””的理论获得灵感的理论获得灵感，，便与舍友便与舍友
段后利和孙锦一道段后利和孙锦一道，，以以““研发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肝研发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肝
脏检测设备脏检测设备””为目标开始创业为目标开始创业，，成立了无锡海斯凯尔医学成立了无锡海斯凯尔医学
技术有限公司技术有限公司。。

我们的核心技术是我们的核心技术是““无创肝纤维化检测无创肝纤维化检测””技术技术，，这项技这项技
术突破了国内相关技术空白术突破了国内相关技术空白，，极大地改变了国内临床医学极大地改变了国内临床医学
的现状的现状，，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全球市场的垄断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全球市场的垄断。。

在资金和技术方面在资金和技术方面，，我们得到了清华科技园的支持我们得到了清华科技园的支持。。
在那里不仅能够找到政府资源在那里不仅能够找到政府资源、、金融支持金融支持，，更能学到急需更能学到急需
的企业管理技能的企业管理技能，，以及有效的市场推广技能以及有效的市场推广技能。。对于我们工对于我们工
科背景的科背景的33位创业者来说位创业者来说，，清华科技园可以完美弥补我们清华科技园可以完美弥补我们
在企业管理在企业管理、、营销营销、、宣传等方面的短板宣传等方面的短板。。

在设备走向市场的过程中在设备走向市场的过程中，，我们还得到了专家和政府我们还得到了专家和政府
部门等各方面的支持部门等各方面的支持。。在各方大力支持下在各方大力支持下，，海斯凯尔已经海斯凯尔已经
在肝纤维化无创诊断这一领域成为国内的领军企业在肝纤维化无创诊断这一领域成为国内的领军企业。。
20172017年复旦大学应用管理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医院排行榜年复旦大学应用管理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医院排行榜
中中，，前前100100家医院中有近家医院中有近7070%%的医院在使用海斯凯尔的产的医院在使用海斯凯尔的产
品品。。公司拥有自主专利公司拥有自主专利、、基于瞬时弹性成像技术基于瞬时弹性成像技术（（TETE））的的
肝脏弹性测定方法已被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列入肝病防肝脏弹性测定方法已被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列入肝病防

治指南治指南。。
我想说我想说，，我们赶上了好时代我们赶上了好时代！！近年来近年来，，国内创业环境国内创业环境

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如果说如果说20082008年时创业还是一个小众群体的选年时创业还是一个小众群体的选
择择，，现在现在，，创业已经成为社会主流选择之一创业已经成为社会主流选择之一。。一方面一方面，，创业创业
教育教育、、创业知识越来越普及创业知识越来越普及，，大众和社会对创新创业更加大众和社会对创新创业更加
支持支持；；另一方面另一方面，，各种孵化器各种孵化器、、投资机构也越来越多投资机构也越来越多，，创业创业
人员可以更加容易地在早期获得包括资金在内的各种人员可以更加容易地在早期获得包括资金在内的各种
支持支持。。

具体到医疗器械行业具体到医疗器械行业，，从政策上来看从政策上来看，，我国对高端医我国对高端医
疗器械的创新研发给予了大力支持疗器械的创新研发给予了大力支持，，并鼓励医疗机构使用并鼓励医疗机构使用
拥有自主专利技术的国产设备拥有自主专利技术的国产设备，，这给我们这些创新医疗器这给我们这些创新医疗器
械企业以很大的市场空间械企业以很大的市场空间。。同时同时，，55GG、、人工智能等技术在人工智能等技术在
医疗领域的广泛应用医疗领域的广泛应用，，也使得医疗领域的创业机会更多也使得医疗领域的创业机会更多。。

企业的命运和国家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企业的命运和国家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现在国家强现在国家强
盛盛，，我们创业也更有信心我们创业也更有信心。。下一步下一步，，我们希望能够让临床我们希望能够让临床
新技术在中国基层医疗机构中广泛使用新技术在中国基层医疗机构中广泛使用，，同时同时，，加大加大““一带一带
一路一路””沿线国家沿线国家、、欧美发达国家等国际市场的开拓欧美发达国家等国际市场的开拓。。目前目前，，
海斯凯尔已经在美国海斯凯尔已经在美国、、印度印度、、巴西等多个国家获得市场准巴西等多个国家获得市场准
入入，，这表明海斯凯尔的技术获得了国际认可这表明海斯凯尔的技术获得了国际认可。。我们希望能我们希望能
够代表中国高端医疗器械技术和产品服务全球患者够代表中国高端医疗器械技术和产品服务全球患者。。

无锡海斯凯尔医学技术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邵金华：

让国产医疗器械走向世界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吴佳佳吴佳佳

提起稻香村提起稻香村，，有的消费者会想起牛舌有的消费者会想起牛舌
饼饼、、枣花酥枣花酥，，有的却更熟悉有的却更熟悉““瓦片瓦片””、、全麦面全麦面
包包——““这些不太甜的点心逐渐流行这些不太甜的点心逐渐流行，，说明说明
中国人吃得更加健康中国人吃得更加健康，，稻香村的点心也随稻香村的点心也随
之改变了之改变了。。””苏州稻香村总裁周广军拿起一苏州稻香村总裁周广军拿起一
块薄薄的芝麻块薄薄的芝麻““瓦片瓦片””，，一定要记者品尝一定要记者品尝，，

““真的不太甜真的不太甜，，也不油腻也不油腻，，就是单纯的麦香就是单纯的麦香
和芝麻香和芝麻香””。。

““瓦片瓦片””现在是畅销爆款现在是畅销爆款，，如果在如果在7070年年
前前，，这样的点心多半卖不出去这样的点心多半卖不出去。。

苏州稻香村始建于苏州稻香村始建于 17731773 年年，，
以传统工艺以传统工艺、、真材实料制作的点真材实料制作的点
心闻名心闻名。。周广军记得自己看过一周广军记得自己看过一
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报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报
道道，，说稻香村的产品好说稻香村的产品好，，是因为是因为

““高糖高糖、、高油高油、、大荤大荤””。。
““这一方面说明稻香村用料这一方面说明稻香村用料

足足，，但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的消但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的消
费者普遍还是缺油水费者普遍还是缺油水。。””周广军周广军

说说，，实际上实际上，，““高糖高糖、、高油高油、、大荤大荤””并不光是为并不光是为
了适应当时人们的口味了适应当时人们的口味，，也是受技术限制也是受技术限制，，

““因为点心要起酥和延长保质期因为点心要起酥和延长保质期，，不得不大不得不大
量使用油脂量使用油脂、、白糖白糖””。。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对饮食的人们对饮食的
追求已从吃饱变为吃好追求已从吃饱变为吃好，，消费者对低油消费者对低油、、低低
糖的食物更加青睐糖的食物更加青睐。《。《““健康中国健康中国20302030””规规
划纲要划纲要》》提出提出，，引导居民形成科学的膳食习引导居民形成科学的膳食习
惯惯，，重点解决微量营养素缺乏重点解决微量营养素缺乏、、部分人群油部分人群油
脂等高热能食物摄入过多等问题脂等高热能食物摄入过多等问题。。

““改革开放以后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一直在积极适应我们一直在积极适应
市场需求的变化市场需求的变化，，降油降油、、降糖降糖、、减脂减脂。。””周广周广

军介绍军介绍，，改变不光是原料配比的增减改变不光是原料配比的增减，，少放少放
一点糖一点糖，，少放一点油就行少放一点油就行，，还要保证口感还要保证口感、、
保证有效期保证有效期，，生产工艺也需要调整生产工艺也需要调整。。为此为此，，
稻香村进行了多项自主研发稻香村进行了多项自主研发。。

““比如经典产品麻饼比如经典产品麻饼，，最早的时候用的最早的时候用的
是猪油是猪油，，后来我们从西式烘焙中学习经验后来我们从西式烘焙中学习经验，，
用了黄油用了黄油、、植物油等植物油等，，加上新的技术加上新的技术，，做出了做出了
保质期保质期、、口感都不输传统产品的新麻饼口感都不输传统产品的新麻饼。。””

作为百年老店作为百年老店，，稻香村对原料一直有自稻香村对原料一直有自
己的坚持己的坚持，，新技术又赋予了稻香村新手艺新技术又赋予了稻香村新手艺。。

““比如我们的玫瑰花比如我们的玫瑰花，，只选择云南和山只选择云南和山
东定陶的东定陶的，，当地每年根据不同的花型当地每年根据不同的花型、、天天
气确定采摘时间气确定采摘时间，，从而保证最佳的色香从而保证最佳的色香
味味。。””周广军说周广军说，，““玫瑰花花期短玫瑰花花期短，，过去只能过去只能
在花期时使用在花期时使用，，其余时候只能做成玫瑰花其余时候只能做成玫瑰花
酱酱，，放着供整年使用放着供整年使用，，而现在用冻干技术就而现在用冻干技术就
可以把玫瑰花的色香味保存得很好可以把玫瑰花的色香味保存得很好””。。

技术进步不仅改变了生产工艺技术进步不仅改变了生产工艺，，也改也改
变了销售模式变了销售模式。。““过去都是在店里卖过去都是在店里卖，，散装散装
的点心比较多的点心比较多，，现在在电商平台销售量非现在在电商平台销售量非
常大常大，，多了很多预包装产品多了很多预包装产品。。””周广军说周广军说：：

““无论是散装还是预包装无论是散装还是预包装，，都有能量都有能量、、蛋白蛋白
质含量质含量、、脂肪含量等说明脂肪含量等说明，，还会专门标出不还会专门标出不
含反式脂肪酸含反式脂肪酸，，以便消费者挑选以便消费者挑选。。””

苏州稻香村的月饼已经多年在天猫苏州稻香村的月饼已经多年在天猫、、
京东销量中排名第一京东销量中排名第一，，并销往并销往3030多个国家多个国家
和地区和地区。。““这些年我们发现这些年我们发现，，消费者更注重消费者更注重
品牌和便利性品牌和便利性，，在互联网上在互联网上，，企业也要维护企业也要维护
自己的百年老店形象自己的百年老店形象。。””周广军希望周广军希望，，能把能把
健康食品的形象传递给国内外的消费者健康食品的形象传递给国内外的消费者，，
陪伴稻香村再走过下一个百年陪伴稻香村再走过下一个百年。。

苏州稻香村苏州稻香村：：

新技术改变新技术改变““老口味老口味””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佘佘 颖颖

北京前门大街上北京前门大街上，，集聚着许多中华老字号的展示集聚着许多中华老字号的展示
店店，，已有近已有近 500500 年历史的中药企业广誉远便是其中年历史的中药企业广誉远便是其中
之一之一。。

广誉远店铺门口摆放着一个广誉远店铺门口摆放着一个““恐龙蛋恐龙蛋””，，这是炮制这是炮制
姜炭的器具姜炭的器具。。广誉远的姜炭以繁复的炮制工艺著称广誉远的姜炭以繁复的炮制工艺著称，，
首先选取四川犍为干姜首先选取四川犍为干姜，，将其放入特制砂锅封盖捆牢将其放入特制砂锅封盖捆牢，，
并在锅外均匀抹上一层泥以隔绝空气并在锅外均匀抹上一层泥以隔绝空气，，裹上泥的砂锅裹上泥的砂锅
就像一个密不透风的就像一个密不透风的““恐龙蛋恐龙蛋””，，再将再将““恐龙蛋恐龙蛋””烤制一烤制一
昼夜昼夜，，才得姜炭才得姜炭。。

姜炭的奥妙远不只看到的这般简单姜炭的奥妙远不只看到的这般简单。。广誉远董事广誉远董事
长张斌告诉记者长张斌告诉记者，，砂锅上涂抹的泥是用地下三尺深的砂锅上涂抹的泥是用地下三尺深的
泥土混合特定草药制成泥土混合特定草药制成，，昼夜更替的烤制需要由有着昼夜更替的烤制需要由有着
多年制药经验多年制药经验、、能精准把握火候的老药工来完成能精准把握火候的老药工来完成，，火候火候
太过则功效难求太过则功效难求，，火候不及则性味反失火候不及则性味反失，，无法起到应有无法起到应有
作用作用。。

如今对中药炮制工艺十分熟练的张斌在刚接手广如今对中药炮制工艺十分熟练的张斌在刚接手广
誉远时誉远时，，曾觉得一切都曾觉得一切都““土得掉渣土得掉渣””。。““已经进入已经进入2121世纪世纪
了了，，怎么还用那么老的器具和手艺怎么还用那么老的器具和手艺。。””张斌说张斌说，，““后来才明后来才明
白白，，老字号就贵在一个老字号就贵在一个‘‘老老’’字字，，贵在对核心价值贵在对核心价值、、传统工传统工

艺艺、、工匠精神的代代坚守工匠精神的代代坚守””。。
张斌认为张斌认为，，广誉远有两大核心竞争力广誉远有两大核心竞争力：：第一是在制第一是在制

药过程中秉承药过程中秉承““修合虽无人见修合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存心自有天知””的古训的古训，，
坚持选用最地道的药材坚持选用最地道的药材，，采用古法炮制的工艺采用古法炮制的工艺，，绝不偷绝不偷
工减料工减料。。第二是遵循第二是遵循““非义而为非义而为，，一介不取一介不取；；合情之道合情之道，，
九百何辞九百何辞””的经营理念的经营理念。。张斌说张斌说：：““做生意要以诚实守做生意要以诚实守
信为原则信为原则，，这一点在我们医药行业尤为重要这一点在我们医药行业尤为重要，，药品是治药品是治
病救人的病救人的，，来不得半点敷衍来不得半点敷衍。。””

怎样才能在传承中创新怎样才能在传承中创新，，利用现代技术提升市场利用现代技术提升市场
占有率占有率，，让老字号在新时代焕发活力让老字号在新时代焕发活力？？经过思考经过思考，，张斌张斌
决定开启广誉远的全产业链建设决定开启广誉远的全产业链建设：：在上游加强珍贵原在上游加强珍贵原
材料和紧缺药材基地建设材料和紧缺药材基地建设，，在中游加快中医药产业园在中游加快中医药产业园
的建设的建设，，在下游提升医院和连锁店的市场覆盖在下游提升医院和连锁店的市场覆盖。。

这是一条漫长的投入之路这是一条漫长的投入之路，，但张斌说但张斌说：：““广誉远作广誉远作
为国药老字号为国药老字号，，有责任肩负起弘扬中药文化有责任肩负起弘扬中药文化、、发展中药发展中药
产业的使命产业的使命。。国家也为中医药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各方国家也为中医药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各方
面的支持面的支持。。””

现在现在，，中医药行业迎来了新的机遇和广阔的发展中医药行业迎来了新的机遇和广阔的发展
空间空间，，行业变革和创新升级成为新常态行业变革和创新升级成为新常态。。

在政策支持与市场需求的大背景下在政策支持与市场需求的大背景下，，广誉远坚持广誉远坚持
““产学研产学研””三位一体的管理策略三位一体的管理策略，，围绕产品的工艺改进围绕产品的工艺改进、、
药理药效及质量标准提升等药理药效及质量标准提升等，，积极推进与科研院所的积极推进与科研院所的
合作合作，，将现代临床研究方法引入老字号发展当中将现代临床研究方法引入老字号发展当中，，促进促进
研发研发、、生产与市场发展紧密结合生产与市场发展紧密结合，，进一步提升广誉远产进一步提升广誉远产
品的临床价值和市场空间品的临床价值和市场空间。。20182018年年，，广誉远营业收入广誉远营业收入
达到达到11..66亿多元亿多元，，实现连续增长实现连续增长。。

广誉远的发展折射了我国中医药产业发展壮大的广誉远的发展折射了我国中医药产业发展壮大的
轨迹轨迹。。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中药我国中药
材 工 业 总 产 值 达材 工 业 总 产 值 达 78667866 亿 元亿 元 ，，占 医 药 产 业 总 量 的占 医 药 产 业 总 量 的
2828..5555%%，，逐渐成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具有独特优逐渐成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具有独特优
势和广阔市场前景的战略性产业势和广阔市场前景的战略性产业。。目前目前，，我国中药产我国中药产
业已基本形成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业已基本形成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中药农业为基础中药农业为基础、、中中
药工业为主体药工业为主体、、中药装备工业为支撑中药装备工业为支撑、、中药商业为枢纽中药商业为枢纽
的新型产业体系的新型产业体系。。

““未来的路还很长未来的路还很长，，怎样去适应现代化大生产的市怎样去适应现代化大生产的市
场要求场要求、、如何加强老字号品牌意识如何加强老字号品牌意识？？这些都是需要一这些都是需要一
个个突破的难题个个突破的难题。。我对广誉远充满信心我对广誉远充满信心，，对我国中医对我国中医
药产业发展更有信心药产业发展更有信心。。””张斌说张斌说。。

广誉远广誉远：：

““ 老 字 号老 字 号 ””焕 发 新 活 力焕 发 新 活 力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曾诗阳曾诗阳

4646年前年前，，我走出生活了十几年的小村庄我走出生活了十几年的小村庄，，考入广西桂考入广西桂
林的一家医学院林的一家医学院，，从那时起从那时起，，我的人生就和疫苗紧紧连在我的人生就和疫苗紧紧连在
了一起了一起。。4646年里年里，，我见证了我国疫苗产业的快速发展我见证了我国疫苗产业的快速发展，，我我
国已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能够依据自身能力解决全部国已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能够依据自身能力解决全部
计划免疫疫苗的国家之一计划免疫疫苗的国家之一。。

大学毕业后大学毕业后，，我在地方疾控系统工作了我在地方疾控系统工作了2020多年多年。。上上
世纪世纪9090年代末年代末，，我开始了创业生涯我开始了创业生涯。。多年在疾控战线积多年在疾控战线积
累的工作经验和对人民用药需求的深入了解累的工作经验和对人民用药需求的深入了解，，给了我莫大给了我莫大
勇气勇气，，也成为我创业路上最雄厚的也成为我创业路上最雄厚的““资本资本””。。

20022002年年，，智飞生物正式成立智飞生物正式成立，，创业初期创业初期，，最大的困难最大的困难
是缺乏资金是缺乏资金。。在自主研发阶段在自主研发阶段，，公司上下在日常运营维护公司上下在日常运营维护
方面方面，，恨不得将一分钱掰成两半花恨不得将一分钱掰成两半花，，以确保有更充足的资以确保有更充足的资
金投入到研发和生产当中金投入到研发和生产当中。。有一次有一次，，公司需要购买一款带公司需要购买一款带
有冷冻功能的离心机有冷冻功能的离心机，，价格高达价格高达8080万元万元。。为了引进这款为了引进这款
设备设备，，我四处借钱我四处借钱，，甚至将自己的房子也卖掉了甚至将自己的房子也卖掉了。。

一个个困难不断出现一个个困难不断出现，，又被不断克服又被不断克服。。在各项政策的在各项政策的
支持下支持下，，在代理和研发双轮驱动发展模式的助推下在代理和研发双轮驱动发展模式的助推下，，经过经过
几年努力几年努力，，20082008年年，，我们自主研发的产品终于上市我们自主研发的产品终于上市，，公司公司
逐渐在疫苗行业站稳了脚跟逐渐在疫苗行业站稳了脚跟。。整合公司资源顺利上市整合公司资源顺利上市、、加加
快国际合作步伐快国际合作步伐、、优化疫苗使用等一系列举措的推出优化疫苗使用等一系列举措的推出，，确确
保了公司的稳步发展保了公司的稳步发展。。截至今年上半年截至今年上半年，，公司员工规模超公司员工规模超
过过28002800人人，，实现营业收入实现营业收入5050多亿元多亿元，，纳税纳税77..66亿元亿元。。

我深知我深知，，经济效益绝不是疫苗企业的首要目标经济效益绝不是疫苗企业的首要目标，，一个一个
有社会责任的企业才更有生存价值有社会责任的企业才更有生存价值。。疫苗是关系国民健疫苗是关系国民健
康的良心事业康的良心事业，，疫苗企业必须以推动社会公共卫生事业发疫苗企业必须以推动社会公共卫生事业发
展展、、为国民带来健康福音为己任为国民带来健康福音为己任。。在公司创立伊始在公司创立伊始，，我们我们
就将就将““社会效益第一社会效益第一、、企业效益第二企业效益第二””作为发展宗旨作为发展宗旨，，并始并始
终践行如初终践行如初，，一刻也不敢忘记一刻也不敢忘记。。

20052005年年，，我国多地暴发我国多地暴发CC群流脑疫情群流脑疫情，，当时智飞生物当时智飞生物
拥有拥有A+CA+C脑膜炎疫苗的独家代理权脑膜炎疫苗的独家代理权，，如果我们将每支疫如果我们将每支疫
苗涨价苗涨价1010元卖出元卖出，，至少能多赚至少能多赚22亿元亿元。。但我们拒绝了手但我们拒绝了手
持现金上门加价求购疫苗的一众公司持现金上门加价求购疫苗的一众公司，，坚持将疫苗以原价坚持将疫苗以原价
卖给了各地疾病预防控制部门卖给了各地疾病预防控制部门。。

从最初的一家疫苗销售商从最初的一家疫苗销售商，，到如今发展成为集人用疫到如今发展成为集人用疫
苗研发苗研发、、生产生产、、销售销售、、配送和进出口业务为一体的生物医药配送和进出口业务为一体的生物医药
高科技企业高科技企业，，智飞成长的背后是国家对人民健康的重视智飞成长的背后是国家对人民健康的重视、、
对疫苗产业的支持对疫苗产业的支持。。我亲眼看到政府提供的免费疫苗让我亲眼看到政府提供的免费疫苗让
许多一度肆虐城乡的流行病得到控制甚至被完全消灭许多一度肆虐城乡的流行病得到控制甚至被完全消灭；；我我
亲身体会亲身体会，《，《““健康中国健康中国20302030””规划纲要规划纲要》《》《医药工业发展规医药工业发展规
范指南范指南》》等宏观政策在疫苗行业发展创新等宏观政策在疫苗行业发展创新、、审批审评等方审批审评等方
面给予的大力支持面给予的大力支持；；今年出台的今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
理法理法》，》，对疫苗实行最严格的管理制度对疫苗实行最严格的管理制度，，为疫苗产业发展和为疫苗产业发展和
结构优化结构优化、、提升疫苗生产工艺和质量水平提升疫苗生产工艺和质量水平、、促进疫苗企业促进疫苗企业
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

智飞生物制品智飞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蒋仁生：

专注中国疫苗事业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曾诗阳曾诗阳

小时候我很瘦小小时候我很瘦小，，希望通过运动来改变自己希望通过运动来改变自己。。没没
想到想到，，经过不断练习经过不断练习，，我竟然创下了所就读中学的跨栏我竟然创下了所就读中学的跨栏
纪录纪录。。大学期间大学期间，，我坚持锻炼我坚持锻炼，，并代表学校参加浙江省并代表学校参加浙江省
大学生运动会大学生运动会，，获得获得““跨栏冠军跨栏冠军””。。通过不断的努力通过不断的努力，，我我
成为成为400400米国家二级运动员米国家二级运动员。。

相比于成绩相比于成绩，，我更享受运动本身带来的乐趣我更享受运动本身带来的乐趣。。体体
育不仅仅是为竞技而存在的育不仅仅是为竞技而存在的，，其中更有对团队的理解其中更有对团队的理解，，
对生活的诠释对生活的诠释。。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只有提高身体素只有提高身体素
质质，，才能在工作上不断追求进步才能在工作上不断追求进步。。

通过运动通过运动，，我结识了很多有共同爱好的伙伴我结识了很多有共同爱好的伙伴，，经常经常
在一起锻炼在一起锻炼、、运动运动，，正是体育正是体育““健康向上健康向上””的精神的精神，，塑造塑造
了我不畏难了我不畏难、、执着向上的品格执着向上的品格，，对工作始终富有激情对工作始终富有激情。。

强健的体魄和精益求精的态度强健的体魄和精益求精的态度，，让我成功赚取了让我成功赚取了
人生的第一桶金人生的第一桶金。。我的第一家健身房开在我的第一家健身房开在 20112011 年年。。
这些年来这些年来，，我始终秉承着我始终秉承着““一群人一群人、、一件事一件事、、一辈子一辈子””的的

创业理念创业理念，，克服种种艰辛克服种种艰辛，，迎难而上迎难而上，，不断创新不断创新。。近近
几年来几年来，，随着全民健身的不断推动随着全民健身的不断推动，，健身房店面健身房店面

不断扩大不断扩大，，20152015 年年，，酷菲特健康产业集团成酷菲特健康产业集团成
立立；；20162016年年33月月，，昊空国际投资控股集团在昊空国际投资控股集团在

香港注册成立香港注册成立；；20172017年年33月月，，我的一个我的一个
改变健身模式的设想改变健身模式的设想——昊空国昊空国

际运动城正式营业际运动城正式营业，，这是浙这是浙
江省衢州市第一家江省衢州市第一家

集健身集健身、、游泳游泳、、各类球馆各类球馆、、少儿体艺少儿体艺教育为一体的大型教育为一体的大型
单体体育综合体单体体育综合体。。20182018年初建成的衢江东方运动城更年初建成的衢江东方运动城更
是融入了浙西第一片是融入了浙西第一片““真冰场真冰场””，，填补了衢州体育冰雪项填补了衢州体育冰雪项
目的空白目的空白。。20182018年年88月开业的衢州市全民健身中心在月开业的衢州市全民健身中心在
政府的引导下还建起了各类配套餐饮政府的引导下还建起了各类配套餐饮、、住宿娱乐等设住宿娱乐等设
施施，，是真正意义上的是真正意义上的““运动小镇运动小镇””。。

健身是一项强身健体健身是一项强身健体、、凝聚人心的事业凝聚人心的事业，，也是集团也是集团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集团内广泛开展体育运动在集团内广泛开展体育运动，，
不仅可以提升员工的兴趣爱好不仅可以提升员工的兴趣爱好，，还能促进员工之间的还能促进员工之间的
沟通与了解沟通与了解，，有利于增强团结有利于增强团结，，从而更有效地开展工从而更有效地开展工
作作。。在我的带领下在我的带领下，，集团员工体育活动也得到蓬勃发集团员工体育活动也得到蓬勃发
展展，，一系列有益身心健康的文体活动的组织开展一系列有益身心健康的文体活动的组织开展，，丰富丰富
了员工的业余文化生活了员工的业余文化生活，，也增强了企业的凝聚力也增强了企业的凝聚力。。

我最大的愿望是实现我最大的愿望是实现““全民健身全民健身、、全民体育全民体育””，，让群让群
众都加入到体育运动的行列中来众都加入到体育运动的行列中来。。为实现这一愿望为实现这一愿望，，
我先后担任浙江省衢州市健美健身协会会长我先后担任浙江省衢州市健美健身协会会长、、衢州市衢州市
游泳协会副会长游泳协会副会长，，在衢州开设各类体育产品旗舰店在衢州开设各类体育产品旗舰店、、健健
身中心身中心、、运动城运动城，，方便居民健身方便居民健身。。

我曾说我曾说，，只要自己还能动只要自己还能动，，就不会放弃运动就不会放弃运动。。
因为这种体育情结已深深扎根在我心里因为这种体育情结已深深扎根在我心里。。我希我希
望未来能有更多对工作望未来能有更多对工作、、对生活充满激情的人对生活充满激情的人
加入到健身行业加入到健身行业，，为全民健康为全民健康、、为我国体育产为我国体育产
业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业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昊空体育教育集团创始人、董事长，衢州市健美健身协会主席陈昊陈昊：：

带动大家加入体育运动行列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韩秉志韩秉志

从研发用于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疏血通注射液从研发用于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疏血通注射液，，到到
创办友搏药业创办友搏药业，，再到收购九芝堂再到收购九芝堂，，我和我的团队始终坚我和我的团队始终坚
持创新为先持创新为先，，将创新精神融入企业战略布局和发展之中将创新精神融入企业战略布局和发展之中。。

19841984年年，，我来到广东深圳创业我来到广东深圳创业。。在那个年代在那个年代，，想想
要研制一款像疏血通这样的动物类中药复方注射剂是非要研制一款像疏血通这样的动物类中药复方注射剂是非
常困难的常困难的，，不仅制药设备短缺不仅制药设备短缺、、资金紧张资金紧张，，更重要的是更重要的是
制药工艺难以突破制药工艺难以突破。。在没有任何成功经验可以借鉴的情在没有任何成功经验可以借鉴的情
况下况下，，我们只能不断摸索我们只能不断摸索、、尝试失败尝试失败、、从头再来从头再来。。

19901990年年，，我带着疏血通的半成品回到老家黑龙江我带着疏血通的半成品回到老家黑龙江
省牡丹江市省牡丹江市，，想要解决药液浑浊问题想要解决药液浑浊问题，，这也是一直以来这也是一直以来
在工艺上没能突破的难点在工艺上没能突破的难点。。我连续熬了两天三夜却没有我连续熬了两天三夜却没有
新的发现新的发现，，便随手将产品放在暖气片边上休息去了便随手将产品放在暖气片边上休息去了。。早早
上醒来上醒来，，我惊喜地发现我惊喜地发现，，靠近暖气片的产品透明度很靠近暖气片的产品透明度很
好好，，而远离暖气片的产品杂质沉淀相对较多而远离暖气片的产品杂质沉淀相对较多。。这个小意这个小意
外让我十分激动外让我十分激动，，紧接着连续做了几个实验紧接着连续做了几个实验，，终于解决终于解决
了药液浑浊问题了药液浑浊问题。。

19951995年年，，以疏血通专利技术为依托以疏血通专利技术为依托，，我们与乡我们与乡
镇企业华兴集团合作镇企业华兴集团合作，，联手创办了友搏制药厂联手创办了友搏制药厂。。

我深知我深知，，单靠一个产品无法支撑企业长久发单靠一个产品无法支撑企业长久发
展展，，创新才刚刚开始创新才刚刚开始。。为了丰富产品结构为了丰富产品结构，，

我们先后收购了红星制药厂我们先后收购了红星制药厂、、黑龙江迪黑龙江迪
龙制药等企业龙制药等企业；；为了做好原料长期为了做好原料长期

战略储备战略储备，，我们成立了微山我们成立了微山

友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友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拥有了集拥有了集““原料药养殖原料药养殖、、原料原料
采购采购””为一体的原料基地为一体的原料基地；；为了借助资本力量进一步推为了借助资本力量进一步推
动企业创新发展动企业创新发展，，20152015年通过九芝堂借壳上市年通过九芝堂借壳上市。。

谁都知道谁都知道，，在制药行业在制药行业，，一支药两条命一支药两条命：：一条是患一条是患
者的者的，，另一条是企业的另一条是企业的。。对我们而言对我们而言，，精益求精精益求精、、不断不断
提高药品质量也是一种创新提高药品质量也是一种创新。。2020 多年来多年来，，我们先后我们先后 55
次提升产品质量控制标准次提升产品质量控制标准，，持续开展产品技术攻关持续开展产品技术攻关，，通通
过建立水蛭养殖示范基地过建立水蛭养殖示范基地，，从源头控制产品质量从源头控制产品质量；；通过通过
引入指纹图谱引入指纹图谱、、高分子量物质检查及过敏反应试验等检高分子量物质检查及过敏反应试验等检
测项目确保产品质量的均一性测项目确保产品质量的均一性、、稳定性稳定性。。同时同时，，与国内与国内
外知名专家和科研院校合作外知名专家和科研院校合作，，开展疏血通注射液的深入开展疏血通注射液的深入
研究研究，，为产品科技含量的不断提升奠定基础为产品科技含量的不断提升奠定基础。。

20122012年至年至20152015年年，，我们完成了国家我们完成了国家“‘“‘十一五十一五’’
重大新药创制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科技重大专项课题——中药上市后再评中药上市后再评
价关键技术研究价关键技术研究；；今年今年44月月，，参与国家参与国家“‘“‘十二五十二五’’重重
大新药创制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科技重大专项课题——疏血通注射液循证疏血通注射液循证
医学临床研究揭盲医学临床研究揭盲。。

““健康中国健康中国20302030””规划纲要已经把健康提升到了国规划纲要已经把健康提升到了国
家战略高度家战略高度，，并提出了并提出了““2030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79..00
岁岁””的目标的目标。。这是人民的福祉这是人民的福祉，，也是我们医药行业的机也是我们医药行业的机
遇和责任遇和责任。。为此为此，，我们将不断加快在糖尿病抗体药我们将不断加快在糖尿病抗体药、、干干
细胞等领域的布局细胞等领域的布局，，希望为人类提供最大价值的健康产希望为人类提供最大价值的健康产
品和服务品和服务，，这也是我们创新的动力所在这也是我们创新的动力所在。。

九芝堂股份有限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振国：

不断创新服务人民健康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曾诗阳曾诗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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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位于北京前门大街上的中华老字号中药企业广誉远北京前门大街上的中华老字号中药企业广誉远。。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曾诗阳曾诗阳摄摄
图图②② 苏州稻香村的生产车间苏州稻香村的生产车间。。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佘佘 颖颖摄摄
图③ 无锡海斯凯尔医学技术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邵金华。
图④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振国。
图⑤ 智飞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蒋仁生智飞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蒋仁生。。
图⑥ 昊空体育教育集团创始人、董事长，衢州市健美健身协会主席陈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