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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我国自主研发的 VitaFlow®活力流经
导管主动脉瓣膜系统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完成
上市后首例植入手术。

“VitaFlow®是国内首个获准上市的自膨胀式
牛心包生物瓣膜，其通过创新性设计能够更有效降
低术后瓣周漏，这是影响患者术后生存率的主要因
素，并提高了手术操作的稳定性与精准性。”中国工
程院院士葛均波在主持手术后说。

主动脉瓣狭窄是老年人中最常见也是最严重的
瓣膜病之一。若不及时干预，患者中位生存期约为
2年至3年。而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术（TAVR）是
近年来用于临床的介入治疗手术，规避了传统开胸
手术创伤大、预后不利等多种风险，患者一般术后3
天即可出院，适用范围广泛。目前，全球已有60多
个国家、约35万例患者植入TAVR产品。

在我国，约有280余万名重度主动脉瓣狭窄患
者，对于TAVR产品临床需求巨大。对此，微创®在
2010 年启动了 VitaFlow®瓣膜系统的自主研发。
2014年9月24日，VitaFlow®瓣膜系统国内首例临
床实验植入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完成。该患者
现已83岁，身体状态仍然非常平稳。7月10日，Vi-
taFlow®瓣膜系统获批正式在国内上市。

微创®首席技术官兼微创®心通董事长罗七一表
示：“VitaFlow®瓣膜系统的价格预计比国内现有产
品优惠30%以上，将显著降低TAVR手术的整体费
用，惠及更多患者。该系统的支架还采用了大网孔
设计，为患者后续可能发生的冠状动脉介入治疗预
留了空间；并进一步为医生提供了全面的整体治疗
方案，提高了手术安全性和有效性。”

国产主动脉瓣膜系统

完成首例植入手术
将显著降低相关手术费用

本报记者 沈则瑾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5G等新技术不断涌现，银行业正积极拥抱信息技术变革，实践最新金融科

技银行。其中，5G作为全球集中竞争的领域，正为银行业持续赋能——中国银行“5G智能+民生馆”就

深度融合了5G元素和生活场景，打造出综合金融新业态。

日前，中国银行“5G智能+民生馆”亮
相津城，这是天津地区银行业首家深度融
合 5G 元素和生活场景的智能网点，也是
中国银行在国内的第二家“5G 智能+”系
列品牌网点。它以“5G”“智能服务”“民生
金融”为主打概念，以科技创新为关键支
撑，以“金融融入民生”为核心理念，打造
跨界新金融、新零售、新场景的综合金融
新业态。

走进营业大厅，炫酷的科技感立即
扑面而来，日晷迎宾岛、智能服务区、理
财服务专区、业务体验区、休闲等候区、
跨境金融区、便民服务区、智慧出行区、
企业赋能区、结缘冬奥区 10 个主题区域
依次呈现。

在这里，通过“人脸识别”、大数据等
一系列数字化手段，客户可以享受“千人
千面”的定制化服务。5G网络高速跑道，
短视频产品推介模式，手机银行扫码认
证，“无卡、无证、无人工干预”的业务办理
模式，让客户领略到全新的无感体验。

在日晷迎宾岛，我国古老的计时仪器
带领客户感受百年中行的民族品牌和全
球化的服务能力，客户走近便可通过虚拟

指针进行网点空间布局导航。
头顶上方，中行温度、中行资讯、利率

汇率环屏等多媒体互动设计为客户打造
“沉浸式”体验，提供有温度的金融服务。

在智能服务区，社保卡及时发卡、现
金版智能柜台、“无感”智能柜台等以智能
柜台为核心的线下智能服务体系，真正实
现把厅堂“还给”客户。理财服务专区则
创新推出客户与员工“肩并肩”的服务模
式，在互动交流中“一站式”为客户提供有
温度、专业化、定制化的服务。

其中，跨境金融区是“民生馆”的一大
亮点。它以覆盖客户出境全旅程为主线，
聚焦留学、商旅等核心主题，打通线上与
线下、金融与非金融服务，串联签证办理、
见证开户、购汇提钞、跨境汇款、海外信用

卡、境外险等场景，打造贯穿客户出国前、
出国中、回国后的全旅程、一站式服务，形
成无边际服务体系。

2018年4月以来，中国银行还与天津
轨道交通集团合作开展了智慧出行金融
服务，目前已经惠及市民 4000 余万人
次。在智慧出行区，地铁车厢空间的模拟
布局让客户获得身临其境的感受，通过权
益互动屏，客户可以清晰查询特色权益，
详细了解“周周捉锦鲤”“一元乘地铁”“立
享随机优惠”等丰富的中国银行智慧出行
惠民便民服务。

“民生馆”还充分考虑小微企业、初创
企业金融需求，设立了企业赋能区，以满
足小微企业各个成长阶段金融需求，提供
政策咨询、账户管理、跨境撮合等综合性

金融服务。这里可以对接“企业一窗通”
服务，支持一站式完成工商注册、税务登
记并开立对公账户，全程仅需40分钟，实
现“让信息多走路、客户少跑腿”，以金融
科技赋能企业成长。

中国银行“5G 智能+民生馆”是中国
银行以金融力量服务实体经济，实现高质
量发展、落实惠民便民新政的重大举措，
也是践行科技引领发展战略，深刻洞察市
场趋势和客户需求的积极探索。

近年来，中国银行陆续推出和启动了
手机银行、智能柜台、智能客服、智能投
顾、智能风控、交易银行等一系列科技创
新。智慧出行、智慧校园、智慧民生、智慧
医疗等智能服务，正引导行业走入智慧民
生的新时代。

打造跨界新金融、新零售、新场景的综合金融新业态——

“5G+民生”智能银行啥体验
本报记者 武自然 商 瑞

日前，北京中关村科学城发布了人工
智能关键技术源头创新、人工智能开源开
放创新平台建设两个专项政策指南，旨在
鼓励人工智能产业的创新引领发展。

今年上半年，北京海淀区发布了《关
于加快中关村科学城人工智能创新引领
发展的十五条措施》，内容包括强化原始
创新能力提升、集中支持关键技术源头创
新、鼓励发展早期和长期投资等。此次发
布的专项政策指南是深化、落实“人工智
能十五条”的重要体现。

数据显示，海淀区聚集了全国近
20%的人工智能企业，也是全球人工智能
企业的密集区域之一。而中关村科学城
人工智能产业拥有全国过半数人工智能
骨干研究单位，10余个国家重点实验室，
聚集了一批全球顶尖科学家、产业领军人
才和创新人才。人工智能企业中，独角兽
企业占全国65%，初步形成了全球领先、
从源头创新到应用技术创新再到行业应
用、产业跨界融合发展的人工智能全产业
链布局。

海淀园管委会常务副主任、区科信局
局长林剑华介绍，本次发布的2个专项政
策指南既聚焦基础性、共性的技术和平
台，又具有前瞻性，能够引领未来发展方
向；鼓励企业从源头上积极布局下一代人
工智能；并重点鼓励和引导人工智能企业
协同产业链创新主体积极布局一批开源
开放平台，通过软硬件协同优化，构建人
工智能完整研发生态。

“面对当前国际人工智能创新格局和
形势，我们将加大力度支持人工智能创新
发展，对特别重大的项目和平台可以连续
支持3年，最高支持3000万元，进一步为
人工智能发展强基筑基。”北京市海淀区
相关负责人强调说。

据介绍，中关村科学城还将大力推动
“人工智能+”示范应用、大力培育“耐心”
资本，全面优化人工智能产业布局，逐步
落实好“人工智能十五条”政策措施；通过
持续的潜心培育实现人工智能更好地服
务人类、造福社会，推动自身成为面向全
球的人工智能原创中心和产业高地。

中关村科学城出实招——

潜心培育人工智能原创产业
本报记者 李佳霖

在很多人印象中，“风湿”就是刮风下
雨变天时，身体产生不适的病。然而，风湿
免疫疾病在临床上却并非如此——它包含
200余种疾病，常见的有类风湿性关节炎、
强直性脊柱炎、红斑狼疮、痛风等。

在日前举办的风湿免疫学科发展专家
研讨会暨健康报风湿免疫科普宣传编委会
成立仪式上，中华医学会风湿病学分会主
任委员、北京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曾
小峰坦言，公众对该病的知晓率低、就诊率
低、治疗率低，面对200余种风湿性疾病，
早诊早治、达标治疗十分重要。

全国仅有6000多名专科医生

我国风湿免疫疾病患者目前达2亿多
人，而临床专科医师仅 6000 余人。曾小
峰表示：“随着人们健康意识提升与诊疗技

术进步，风湿病患者就诊率近年来越来越
高，但‘缺医’问题仍是风湿界面临的最大
困境。”而医院的科室设置对学科发展也并
无优势：全国2427家三级医院中，设立独
立风湿免疫专科的仅770家。在曾小峰看
来，风湿病患者只有在专业科室早诊早治，
规范化治疗，病情才能得以有效缓解。

在国家卫健委的大力支持下，《综合医
院风湿免疫科学科建设与管理指南（试
行）》《综合医院风湿免疫科基本标准（试
行）》征求意见函已陆续下发，设立风湿免
疫专科的医院会越来越多。通过积极推
动，“一市一科一中心”计划也已取得丰硕
成果，目前设立风湿免疫科室的医院与
2015年相比有了近两倍的增长。

“我们将在1657家三级医院设立独立
科室，培养1万余名专科医生，力争让患者
足不出县就能得到专业治疗。”曾小峰说。

超半数患者治疗不规范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刘
毅介绍，风湿性疾病中最常见的类风湿关
节炎（简称“类风关”）是一种慢性、炎症性
的自身免疫类系统疾病。患者的免疫系统
错误地将自身正常组织当作威胁展开攻
击，引发一系列炎症反应，病情如果得不到
有效控制，会最终失去功能导致残疾。

山东枣庄市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王凌
介绍，中国首个全国范围多中心、前瞻性类
风关直报项目的调研最新结果显示，我国
类风关患者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患者群体庞大，疾病认知程度不
够。我国约有500万例类风关患者，普遍
存在知晓率低、就诊率低、治疗率低的“三
低状况”。二是致残率高，类风关患者两年
致残率达50％，3年致残率达70％。三是
规范治疗率低，仅有不到44％的患者得到
了比较规范的治疗，缓解率仅有17.7％。

究其原因，这与“缺医少药”分不开，更
与患者对疾病缺乏了解，治疗依从性差有
很大关系。刘毅认为：“风湿病往往需要终
身服药，但很多患者太过着急，吃了几天药
感觉没效果就随意换药，甚至放弃正规治
疗，不仅治不好，还耽误了正规就诊时机。”

还有一个原因是患者年均总体经济负
担超过 15 万元，远高于其他常见慢性疾
病。曾小峰呼吁，国家应尽早将相关有效
药物纳入医保，以惠及更多患者。

“风湿免疫性疾病可以发生在生命的
全周期，早诊早治对儿童患者更为重要。”
北京儿童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李彩凤表
示：“儿童风湿免疫科‘缺医少药’的局面比
起成人更为严峻，全国仅有几十家医院设

立了儿童风湿免疫专科。”李彩凤呼吁，全
社会应提高对儿童风湿免疫性疾病的关
注，加大医生培养和创新药物研发力度，让
儿童患者尽早得到合适治疗。

风湿病重在早诊早治早达标

“类风关的最早症状是关节症状，包括
肿胀、疼痛、活动受限以及晨僵。”北京大学
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医师苏茵提示，
手掌和手指之间的掌指关节，以及腕关节，
这些都是早期类风关易发的部位；一些大
的部位也有发病可能，当患者出现一个以
上的关节肿胀就需要就医。

“如果疼痛症状超过6个星期，病人就
很可能患有类风关。”北京协和医院风湿免
疫科田新平教授提示。尽管类风关早期隐
匿性强，但也有蛛丝马迹可寻。比如，晨僵
就是一个典型症状，但不是所有晨僵都与
类风关有关。患者早晨起床时，关节会出
现僵硬的表现，叫作晨僵。“如果只是僵一
会儿，活动一下就改善了，不算是类风关的
表现；如果晨僵超过30分钟，乃至一个上
午，这才是典型的类风关表现。”

“《中国类风湿关节炎诊疗指南》提出
要‘达标治疗’，尽早控制病情发展。很多
证据显示，患者如果早期达标治疗，其愈后
获益较大。”广东省人民医院风湿科主任张
晓指出，以前的相关生物制剂因为需要注
射治疗，降低了患者依从性；现在有了创新
型口服靶向合成抗风湿药，这为达标治疗
提供了更好可能。但很多患者服药后病情
仍无缓解，实际上就是没有达标。建议患
者坚持一种治疗方案3个月后由医生开展
评估，如果疗效不好，就要考虑更换方案，
直到治疗有效。

重视风湿性疾病患者“达标治疗”
本报记者 吴佳佳

“中国家庭的地面以瓷砖和木质地板为主，具有
很强的擦地需求，我们多年前就开始着手研发针对
硬质地板的专用擦地机器人。”iRobot 销售及市场
副总裁兼中国区总经理张莉近日接受经济日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我们在中国市场新近推出的新型擦地
机器人，专为硬质地板清洁而生，更契合中国家庭的
清洁需求，具有很大市场潜力。”

iRobot 公司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机器人专
家创立，致力于通过巨大研发投入为消费者创造卓
越的用户体验。作为全球家用机器人行业的高端品
牌，iRobot 每年将营收的 13%投入研发，目前已有
2500多万台机器人销往全球各地。

为了更深入了解中国家庭擦地信息，iRobot今
年对4182户中国家庭开展调查的结果显示，43%的
中国家庭地面为木地板、56%为瓷砖材质，地毯仅占
1%。此外，有48.48%的家庭每周要进行1次至3次
的擦地工作，而每天擦地的家庭占21.21%；约40%
的消费者用时20分钟以下；有37%的家庭则依然采
用扫把、拖布等传统清洁方式。对于购买扫擦一体
产品的调查结果显示：47%的购买者认为智能化体
验较差；50%的购买者表示使用较为麻烦。“很多消
费者还认为擦地比扫地更费时费力。”张莉说。

对此，iRobot公司副总裁兼亚太区总经理挽野
元表示：“iRobot 主要围绕消费者最为关心的机器
人智能性、清洁力和易用性这三个方面展开研发。
新型擦地机器人实现了家用机器人之间的交流与协
作，是自动化清洁的新突破。为了实现智慧家庭的
美好愿景，我们正不断努力创建由机器人技术构成
的生态系统。”

iRobot推出新型擦地机器人——

开启地面清洁新方式
本报记者 陈 颐

2019中关村论坛“中关村国际前沿科技成果展”近日在北京中关村示范区展示中心开
幕。展览围绕“前沿科技与未来产业”主题，聚焦5G与未来网络、深度学习与计算、第三代半
导体与纳米材料等未来产业发展方向，集中展示了国内外116家单位的167项科技成果。

图为在展览现场拍摄的C919飞行模拟器。 任 超摄 （新华社发）

iRobot 新型擦地机器人可实现家用机器人间
的交流协作。 （资料图片）

新研究：早餐前锻炼燃脂效果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