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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研究謀創新 AI醫療深度合作

港生物醫藥成果 健康灣區覓機遇
峰會十大創新成果

十九屆五中全會公報提出要
「全面推進健康中國建設」 。發
展 「健康灣區」 是建設 「健康中
國 」 重 要 的 一 部 分 。 2 日 ， 2020
粵港澳院士峰會在東莞松山湖舉
行，來自生物醫藥等領域的兩院
院士、專家學者分享了健康領域
的前沿成果。多位與會者向大公
報表示，粵港澳大灣區在基礎研
究、醫療器械生產、市場規模、
企業數量等很多數據都排在內地
前列，創新和開放程度強，而香
港生物醫藥優勢大，未來可共同
推 進 AI 技 術 與 臨 床 診 療 業 務 的 深
度 融合 ，參 與 「健 康中 國」建 設。
大公報記者

•乳腺癌生態學說機制和免疫治療（宋爾衛院士團隊）
•源於中藥梔子的抗老年痴呆候選新藥IMMJNU-018

（姚新生院士團隊）

•非脫細胞基質類新型膠原基角膜再生修復材料的個

性化仿生構建及臨床應用（王迎軍院士團隊）

•腫瘤全生命周期診療應用平台（王紅陽院士團隊）
•雲式無菌空氣淨化器（侯立安院士團隊）

• 全自動高通量新冠抗體檢測儀-CIA2800（趙宇亮

院士團隊）

•碟式芯片系統及檢測移動實驗室（程京院士團隊）

•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一類新藥：柚皮甘（中山大學

蘇薇薇教授團隊）

•超靈敏柔性觸覺傳感器（南方科技大學郭傳飛教授

盧靜怡東莞報道

團隊）

▶十九屆五中全會公報提出要 「全面推
進健康中國建設」 。圖為10月19日，
中國國際醫療器械博覽會上展出的一款
X光機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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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
延，健康越來越成為人民群眾關心的
重大民生福祉問題。五中全會公報在
闡述 「十四五」 時期目標時，提出要
全面推進健康中國建設，同時也強調
要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
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完善國家
創新體系，加快建設科技強國。對此
，中國工程院院士、生物材料專家、
華南理工大學原校長王迎軍表示，粵
港澳大灣區作為一個整體，面向生命
健康領域的技術創新能力很強，在多
方面走在前列，能為推動 「健康中國
」 建設貢獻力量。

2030健康產值達16萬億
王迎軍表示，我國醫療器械整體
研發能力已進入世界第一方陣，研究
人員預測超過3萬人，而截至2019年
，在內地市場活躍的AI醫療機械企業
有126家左右，主要集中在醫學影像
、醫療輔助、健康管理和疾病風險預
測等領域。記者了解到，據 「健康中
國2030」 規劃綱要，2020年我國健
康服務業總規模要達到8萬億元，到
2030年達到16萬億元。
對於香港應如何把握 「健康中國
」 建設的機遇，她認為，香港生物醫
藥產業和珠三角地區未來如能進一步
加強合作，創新成果作用會很明顯。
「大灣區在生物醫藥領域的深度合作
，無論是基礎研究還是產業合作，目

•防治中風後遺症、血管性痴呆和帕金森病的烏參醒

腦丸（廣東藥科大學貝偉劍教授）

記者盧靜怡整理

前都亟需建立統一標準和統一監管體
系。」
「粵港澳大灣區在健康醫療的研
究方面基礎很好，大灣區整體的創新
和開放程度比內地其他地方強，因此
我很看好 『健康灣區』 的發展。」 中
國工程院院士陳洪鐸接受大公報專訪
時表示，大灣區思想開放，創新環境
良好，生活環境優質，可以吸引國際
化人才聚集。

建研究機構 聚國際人才
廣東省科技廳副廳長勞幟紅在
AI+醫療健康領袖峰會致辭表示，廣
東高度重視人工智能在健康醫療領域
的發展和應用，不斷深入深化醫療人
工智能輔助診療應用，啟動了 「物聯
網+醫療創新平台」 建設，鼓勵粵省
內的醫院與高校、企業合作，推進人
工智能技術與臨床診療業務的深度融
合。
團結香港基金助理研究總監及經
濟發展研究主管水志偉透過線上發言
表示，疫情以後，社會對大數據醫療
的需求不斷增長。香港在基礎科研方
面具有優勢，內地則擁有龐大的數據
樣本，雙方在AI醫療有天然合作優勢
。他認為，可以在大灣區建立大型研
究機構，吸納港澳專才及國際化人才
進駐。作為來自香港的專家，他希望
香港相關人才駐在香港，同時可到大
灣區相關的科研中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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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展覽會上
展出的無創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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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士暢談AI與醫療合作
中國工程院院士、華南理工大
學原校長、教授
王迎軍
我國的醫療器械整體研發能力進入
了世界第一方陣，研究人員預測超過3
萬人。AI與醫療器械兩個多學科交叉領
域的深度融合發展，需要跨學科團隊整
體建設，比如人才培養和深度融合的課
題研究等。

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電子信
息產業集團有限公司首席科
學家
方濱興
常用的健康碼、行程卡等應用根據
用戶曾經到過的城市、地區等判斷其疫
情風險置信度。而通過基站獲取個人時
空軌跡信息，系統採用通信基站數據，
能根據更加細粒度的數據判定人員的疫
情風險置信度。

中國工程院院士、國家新一代
人工智能戰略諮詢委員會組長
潘雲鶴
數據智能用於讀片（醫學影像識別
）是一大趨勢，AI讀片系統（醫學影像
識別）系統快速崛起，正在形成一個大
產業。目前大數據智能＋醫療裝備正在
中國出現；而人機融合增強智能的醫學
裝備也成為趨勢。
記者盧靜怡整理

▲操作員在大灣區一醫學實驗室內處理
數據
大公報記者盧靜怡攝

推動有效市場有為政府更好結合
「堅持和完
善社會主義基本
央視快評
經濟制度，充分
發揮市場在資源
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
用，推動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更好結合
。」 十九屆五中全會對科學把握市場與
政府關係這一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命題進
行了深刻總結，為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
深化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提出了明確目標
和要求，對激發市場活力、制度活力和
社會創造力，盡快形成市場作用和政
府作用有機統一、相互補充、相互協調
、相互促進的大格局具有重要的指導
意義。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極
大促進了生產力發展，推動中國成為世
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工業國、第一
大貨物貿易國、第一大外匯儲備國……

在 「十三五」 時期，中國經濟總量和綜
合國力再上新台階。與此同時，與新形
勢新要求相比，中國市場體系還不健全
、市場發育還不充分、政府和市場的關
係沒有完全理順，推動高質量發展仍存
在不少體制機制障礙。
市場配置資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
建立和完善 「有效市場」 就要尊重經濟
運行規律，最大限度減少 「有形之手」
對微觀經濟活動的干預，着力打破行業
壟斷、進入壁壘、地方保護，增強企業
對市場需求變化的反應和調整能力，提
高企業資源要素配置效率和競爭力，充
分激發出市場蘊藏的活力。
「有效市場」 需匹配 「有為政府」
，兩者相伴共生、缺一不可。
宏觀上，政府要以問題為導向，將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創新突破作用和國
內大市場的需求引領作用有機結合起來

，尤其在科技創新、產權保護、要素市
場化配置、宏觀經濟治理、法治體系建
設等具有重要牽引作用的領域，要在
頂層設計上更加系統完備，實現更高
水平的市場供需均衡，搶佔發展的制高
點。
微觀上，要從管理者向服務者轉變
，大力營造優良營商環境，完善市場規
則準則，推動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
經濟體制。
在邁向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
家的新征程上，我們要切實按照十九屆
五中全會的精神內涵和戰略部署，處理
好市場與政府的關係。要在充分尊重市
場規律的基礎上，用改革激發市場活力
，用政策引導市場預期，用規劃明確投
資方向，用法治規範市場行為，推動 「
有效的市場」 與 「有為的政府」 更好結
合、更出成效。

粵港創新技術 來莞找婆家
【大公報訊】記者盧靜怡東莞報
道：2日，2020粵港澳院士峰會暨第
六屆廣東院士聯合會年會專題活動 「
IBT重大創新成果發布會」 在東莞松
山湖舉行。組委會現場公布了粵港澳
十大創新成果。同場還有8個粵港高
校合作項目攜重大創新技術成果來東
莞尋找 「婆家」 。
其中，中國工程院院士姚新生團
隊帶來了香港理工大學和暨南大學聯
合研發項目《接骨木活性部位抗骨質
疏鬆新藥開發》。該團隊項目匯報人
肖輝輝表示，該項目始於2004年，
處於實驗室向大生產轉化的階段。
「醫療項目在研究階段過渡到商
品化之前，需要大量資金投入。但一

般風投機構只會在後期項目走上正軌
後才願意投資。」 團結香港基金助理
研究總監及經濟發展研究主管水志偉
在另一個專題活動 「AI+醫療健康領
袖峰會」 中表示，期望政府可以通過
設立研究基金等渠道幫助基礎研究走
向商品化。

▲ 「2020粵港澳院士峰會十大創新
成果」 團隊負責人獲頒發證書
受訪者供圖

張伯禮：舉國同心是應對困難法寶
【大公報訊】記者盧靜怡東莞報
道：十九屆五中全會公報表示，我國
「統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
發展工作，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
康放在第一位。」 2日，2020粵港澳
院士峰會暨第六屆廣東院士聯合會年
會專題活動 「大手拉小手．抗疫院士
說」 在東莞中學松山湖學校舉行。
「人民英雄」 國家榮譽稱號獲得
者、中國工程院院士、天津中醫藥大
學校長張伯禮在視頻講話表示，生命
至上、舉國同心、捨生忘死、尊重科
學、命運與共的抗疫精神，將是今後
我們應對各種困難的法寶。
81歲的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
工程院院士李德仁作了《空間信息技
術用於疫情管理》的主題分享，他從

災害應急管理的重要性，空間信息技
術發展現狀等方面結合案例介紹了衛
星在軌智能處理、機載影像在線實時
處理、傳感網實時服務、自然災害遙
感檢測評估系統等多項解決各種災害
的空間信息技術。
被稱為 「病毒獵手」 的中國工程
院院士、傳染病預防控制國家重點實
驗室主任徐建國，從1999年到2020
年，從蘇皖大腸桿菌O157：H7疫情
到新冠肺炎疫情，他均臨危受命，對
病毒進行狙擊，守護着人們的生命健
康。
58歲的東莞市茶山醫院副院長
、主任護師師清蓮現場分享了兩次請
命、率領東莞第二批援鄂醫療隊馳援
湖北的故事。

產業鏈現代化 港服務業掘金
【大公報訊】記者張帥北京報道
：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 「十四
五」 時期要實現 「產業基礎高級化、
產業鏈現代化水平明顯提高」 。對此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產業
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員卞永祖指出，
在此過程中，香港可利用自身服務業
優勢，抓住機遇來掘金內地超大規模
的市場。
關於產業發展目標，五年前的十
八屆五中全會提出 「構建產業新體系
，加快建設製造強國」 ，促進產業邁
向中高端水平。卞永祖接受大公報採
訪表示，與五年前主要解決產業產能
過剩問題的背景不同，今次提出推進
產業基礎高級化、產業鏈現代化，着
力是為提高經濟質量效益和核心競爭
力，呼應世界範圍產業持續升級和進
化的格局。
要實現 「產業基礎高級化、產業

鏈現代化水平明顯提高」 ，高端服務
業的作用更加凸顯。卞永祖稱，內地
產業市場規模巨大，為香港高度發達
的服務業提供了廣闊的 「用武之地」
，香港在商業管理、會計、審計、法
律服務等行業的大量人才可參與其中
。需要注意的是，近年上海、深圳的
服務業水平迅速提升，因此香港既要
繼續發揮好對接內地與國際的中間優
勢，同時也要精益求精，以更加完備
周到的服務贏得市場。

▲9月5日，參觀者在北京服貿會綜
合展區參觀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