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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首语
PREFACE

⻛云际会����卓尔不凡

也承载着沃⽂特的初⼼与使命，犹如有着鲜活⽣命
⼒的存在⼀般。为此，我们以独具深意且带有中国
传统意味的词语来命名它们：⻛驰样本采集传输系
统，凌云全⾃动⽣化免疫流⽔线。

为何是⻛云？⻛驰，⻛驰电掣之意，凸显速度，将
样本安全⼜快速地传输⾄检测单元。在检验科，时
间就是⽣命，分秒必争之际，与时间赛跑，以速度
取胜，更好地服务于临床，造福患者；凌云，壮志
凌云之意，传承中华⺠族的⼯匠精神，树体外诊断
⾏业的中国“智”造⺠族品牌，守护⼈类健康，为
构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量。此乃决⼼，亦为⼼
之所向，与“创新引领发展，科技守护健康的”企
业使命⾼度契合。

在我们赋予⻛驰和凌云的这层意义之外，⻛云在中
国传统⽂化层⾯还有另外⼀重意义。“云从⻰，⻛
从⻁。圣⼈作⽽万物覩，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
亲下，则各从其类也。”⼤意为有相同特质的东西
会彼此吸引，相互感通。⻛云际会，卓尔不凡，⻛
驰和凌云的问世，便是⼀群志趣相投之⼈精诚合作
的成果。这群⼈聚在⼀起，除了彼此有着共同的志
向，他们还有⼀个共同的特质，那便是特⽴独⾏的
创新精神。

因为坚持创新，才有了第⼀条⾃主研发和⽣产的国
产实验室⾃动化流⽔线，世⼈才知体外诊断⾏业的
流⽔线不仅仅只有“罗雅⻉西”，还有沃⽂特。实
现从零到⼀的突破，贯穿始终的依然是创新，这是
发展永恒不变的主题。唯有创新，才能为企业提供
源源不断的发展动⼒，探索更远的未来，创造⽆限
的价值。

细数沃⽂特的企业发展史，是⼀部不断进阶的奋⽃
史。
�
从2014年⾃主研发出第⼀台⾃动粪便处理分析系
统FA160，到2019年第⼀台⼈⼯智能⾃动粪便处理
分析系统FA280和全⾃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
LA2000上市，再到今年重庆CACLP上，沃⽂特第
⼀套⾃主研发和⽣产的智慧⽣态实验室解决⽅案问
世，⽆数个量变的积累，达到质变的⻜跃，这便是
从零到⼀的突破。
�
所谓博观⽽约取，厚积⽽薄发，在这段发展史中皆
有迹可循。初期，沃⽂特涉⾜便检这个细分领域，
并深耕⼗数年，以旗舰机型FA280开启AI⼈⼯智能
便检新时代。同期发布的发光免疫分析仪，也表明
沃⽂特虽专注于便检细分领域，并擅⻓于此，但绝
不局限于此。今年三⽉智慧⽣态实验室解决⽅案成
功发布，这套“更智慧，更⽣态”的实验室解决⽅
案由样本采集传输系统和全⾃动⽣化免疫流⽔线构
成，多种专利技术加持，⾼度智慧化、智能化，且
全程封闭，保障实验室⽣物安全。
�
以此为起点，沃⽂特不再是⼀家只做便检设备的公
司，⽽是要描绘出未来实验室的蓝图，以智慧⽣态
实验室解决⽅案，助⼒检验科建⽴智慧⽣态的⼯作
环境。
�
名 字 是 独 特 的 印 记 ， 诚 如 华 为 的 鸿 蒙 系 统
（HarmonyOS），有打破混沌，开拓光明之意，
迈瑞的“巍然太⾏，国之重器”……。沃⽂特这套
凝聚了沃⽂特⼈不懈努⼒与⽆数⼼⾎的解决⽅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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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18⽇，习近平同志在⼗九⼤报告中提出“健康中国2030”发展战略，⼈⺠健康是⺠族

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要完善国⺠健康政策，为⼈⺠群众提供全⽅位全周期健康服务。产品服务
PRODUCT�SERVICE

聚焦两会：⼈⼤代表建议建设哪些国家重点实验室？

近年来，我国国家重点实验室不断增加，⽽未来⼏年，国家还要建⽴哪些国家重点实验室，⼈⼤代

表和委员的提案意⻅或将成为实验室建⽴的重要⽅向。以下为今年建⽴相关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提

案。

10

13新疗法可关闭⼄肝病毒基因复制，有望治愈⼄肝

17体外诊断试剂全⾯执⾏最低价！四川出台集采新规

21新冠⼤流⾏⼀年，“在所有⼈都安全之前，没有⼈是安全的”

在医疗器械领域，谁笑到了最后？⼝罩、额温枪等早期明星单品跌落神坛，粥多僧多，维持薄利多

销；CT、DR等⼤型设备单价⾼，购买频次也低，早期的繁荣注定⽆法⻓期持续。最后剩下的“王

者”，持续增⻓的耀眼明星，⾮IVD赛道莫属。

302020�IVD年报出炉：雅培领涨40%、国内企业利润增幅超60倍

432021年，IVD⾏业正在发⽣的四⼤变化！

472021CACLP⻛云际会，卓尔不凡

60智慧⽣态实验室建设——⾯向基层医院检验科的发展新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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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去西藏，我⼀直满怀热情和期待。每次和朋友们在⼀起都会兴奋地讨论这个话题，盼望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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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体外诊断试剂集采已从“新鲜事物”过渡到“常态”阶段，从市级到省级，集采新闻频⻅报端。四川省作为名副其实的医疗资源⼤省，

早在2016年便在国内率先启动过体外诊断试剂集中采购。为进⼀步规范医⽤耗材与体外诊断试剂集中采购⼯作，近⽇，四川省医保局印发了《四

川省医药机构医⽤耗材集中采购实施⽅案》（下称《⽅案》）。

摘选⾃“MIR医学仪器与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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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两会：
⼈⼤代表建议建设哪些国家重点实验室？
来源：仪器经理⼈������������作者：吴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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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国家重点实验室不断增加，⽽未来⼏年，国家还要建⽴哪些国家重点实验室，⼈⼤代表和委员的提案意⻅或将成为

实验室建⽴的重要⽅向。以下为今年建⽴相关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提案。

National Key 
Laboratory

武汉——光电国家实验室

两会期间，全国⼈⼤代表、华⼯科技产业股份

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总裁⻢新强围绕

“⽀持武汉建设国家创新中⼼”“加快申报武

汉光电国家实验室”“进⼀步⽀持⾼端装备制

造业发展”等⽅⾯，提交了三份建议。

光电⼦产业是武汉的优势产业，⽬前武汉市已

初步建成世界级光电⼦信息、先进制造产业集

群，是我国最⼤的光纤光缆、光电器件⽣产基

地，是中国⼯业激光技术的主要发源地，激光

器及加⼯装备产业已进⼊全国第⼀⽅阵。除此

之外，光电⼦科教资源厚实，有⼀批以华中科

技⼤学为代表的⾼校、科研机构，具有雄厚研

发能⼒。

⻢新强建议，以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为基

础，申报武汉光电国家实验室具备充分的条

件。实验室建成后将全⾯提升武汉原始创新能

⼒，催⽣武汉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中部崛起、

⻓江经济带发展带来⼴阔的辐射效应，为推动

武汉“中国·光⾕”迈向“世界光⾕”提供战略

⽀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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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洋灾害国家重点

实验室

全国在运⾏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有258家，其中

⼯程、⽣物、医学占据半壁江⼭，国家战略

需求紧迫的海洋科学、空间科学、材料、新

能源总和还不⾜1/4，⽽海洋领域的国家重点

实验室仅有8个，且没有在海洋灾害研究与防

治领域有所布局。⼴东毗邻南海，拥有我国

最⻓的海岸线，所属海区是我国经济社会活

动最频繁的海区，海洋⽣产总值占全省

GDP和全国海洋⽣产总值⽐例均约为20%。

但同时，⼴东⼀直以来也是个海洋灾害⼤

省。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东省海洋灾

害直接经济损失在全国⼀直位居前列，损失

多次居全国第⼀。

全国⼈⼤代表、中国科学院院⼠、中⼭⼤学

校⻓罗俊表⽰：“既要充分利⽤⼴东的区域

优势，也要充分重视海洋灾害的⻓期威胁，

回应粤港澳⼤湾区不断增⻓的科教⽀撑需

求，建议国家在⼴东布局海洋灾害国家重点

实验室。”

海南——崖州湾国家实验室

近些年中国种业有很⼤进步，但总体形势依

然严峻。除⽔稻、⼩⻨等少数主粮有⼀定技

术优势外，⼤部分⽣物育种源头创新不⾜，

核⼼种源和关键技术缺乏，具有⾃主知识产

权的突破性品种匮乏，部分种⼦⼤量依赖国

外进⼝。⼀旦出现类似芯⽚“卡脖⼦”的情

况，中国部分农产品可能⾯临⽆优质种⼦可

⽤、种质退化、影响供给安全等难题，将严

重威胁我国粮⻝安全。

正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两会上，“种业”成为

关注热点。海南代表团向⼤会提交建议，在

海南⾃贸港设⽴崖洲湾国家实验室，以全⾯

实现核⼼种源⾃主可控、打造国产“种⼦芯

⽚”全链条为⽬标，以核⼼种源创制应⽤、

⽣物育种技术创新、种⼦精准分⼦设计为重

点，加强育种基础性研究，加快种源“卡脖

⼦”技术攻关。

海南代表团建议，在三亚建设国家实验室总

部，采取“总部+基地+⽹络”模式进⾏组

建。根据任务需求和应⽤需要，在不同农业

产区设⽴研发基地，选择具有研发优势的⾼

校、科研院所、企业等建设合作⽹络，从⽽

形成新型举国体制科研攻关模式。

四川——天府实验室

2021年全国两会，全国⼈⼤代表、四川省⼯商

联副主席、四川启阳汽⻋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王麒提交了《关于⽀持成都科学城加快布局建

设天府（国家）实验室的建议》提案，王麒建

⾔相关部⻔⽀持成都加快建设天府国家实验

室，带动成都市、四川省，乃⾄成渝地区打造

具有全国影响⼒的科技创新中⼼。

中央统筹谋划布局下，在现有4个综合性国家科

学中⼼布局建设⾸批8个国家实验室，⽬前已先

期挂牌组建合肥、鹏城、张江、昌平4个国家实

验室。⽀持成都加快建设天府（国家）实验室

不仅能有效带动成渝地区科技创新和地区发

展，对于全国科技创新格局的发展也有重要意

义。

四川天府实验室将聚焦空天科技、⽣命科学、

先进核能、电⼦信息等关键领域，突破⼀批

“卡脖⼦”技术问题，产出具有国际影响⼒的

重⼤原创成果。

河北——湿地⽣态修复国家

重点实验室

⾃我国1992年加⼊《国际湿地公约》以来，湿

地保护取得了成绩，但基础研究严重滞后，对

⽣态修复的三⼤问题缺少研究，湿地的“源

头”没搞清楚，特殊⽔平衡研究不深；对湿地

⽣态系统的“底层”潜育层也没搞清楚，研究

不透；湿地动物系统的研究甚少且不系统。森

林系统、海洋系统和湿地系统是国际共识的地

球三⼤⽣态系统之⼀，前两者都已有国家重点

实验室，但始终没有湿地系统国家实验室。

为此，全国政协委员、⺠盟中央委员、⺠盟天

津市委会常委李琳梅建议：尽快以优势研究团

队为主，整合现有⼒量，建⽴湿地⽣态修复国

家重点实验室；在雄安集团院⼠⼯作站基础

上，以⽩洋淀⽣态修复为⽬标，建⽴国家重点

实验室。加强雄安新区⽩洋淀⽣态湿地”的科

学研究和湿地修复与保护的科学实践；积极参

与国际湿地⽣态修复领域的国际合作，以⾃主

创新成果跻⾝国际前沿。指导将在我国武汉举

⾏的“第⼗四届国际《湿地公约》缔约⽅⼤

会”，以主旨演讲向世界宣传中国，引领国际

的湿地⽣态修复，为做绿⾊经济⼤国做贡献。 深圳——国家实验室联合体

在2021年的全国两会，全国⼈⼤代表、光启

技术董事⻓刘若鹏提出了如下建议，建议深

圳按照“⻉尔实验室”模式改⾰建设国家重

点实验室；建议设⽴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

刘若鹏表⽰，深圳仅有的五家国家重点实验

室都是按照美国⻉尔实验室的模式运营，都

是以产业为依托的独⽴实验室，研发⾯向最

重⼤基础科学和关键核⼼技术。这些研究不

仅会影响到整个国家在通信、互联⽹、国防

或者⽣命科学等领域的技术发展，还会影响

到这些重⼤领域的⾏业发展，甚⾄是颠覆性

的发展。因此，刘若鹏建议，深圳应该先⾏

先试，组建国家重点实验室联合体，并向全

国总结推⼴“⻉尔实验室”群的创新模式，

挑战世界科技前沿课题。



新疗法可关闭⼄肝病毒基因复制，有望治愈⼄肝
来源：梅斯医学综合报道

2⽉27⽇，⾹港著名影星吴孟达因肝癌晚期医治⽆效在仁安医院病逝，就在此前的20多天，著名

演员、歌⼿赵英俊也因肝癌晚期逝世，令⼈惋惜。根据2020年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的⼀

份报告显⽰，虽然中国肝癌的发病率居世界第九，但由于⼈⼝规模，中国⾯临世界上最多的肝

癌患者。病毒性肝炎是肝癌的主要原因，其中⼄型肝炎（简称⼄肝）发病率位居我国传染病⾸

位。

⼄型肝炎病毒（Hepatitis�B�virus）简称⼄肝病毒（HBV）,是⼀种DNA病毒,引起⼄型肝炎的病

原体。HBV感染是全球性的公共卫⽣问题，尽管随着⼄肝疫苗的普及率逐年上升，感染率呈下

降趋势。但据世界卫⽣组织估计，全世界仍有超过2.6亿⼈存在慢性感染HBV（占全球⼈⼝的

3％以上），每年由⼄肝引起的肝衰竭和肝癌⽽导致死亡的患者达90万例。

2020年全球每10万⼄型肝炎的患病率

HBsASg

Prevalence

High(≥8％）

High intermediate(5-8％）

Lower intermediate(2-5％）

Low(＜2％）

No data

世卫组织2030年影响⽬标和选定的服务范围⽬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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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相对于1990年，我国⼄肝发病率在下

降，但是迄今为⽌，尚⽆能完全消除该病毒

并为慢性HBV感染提供治疗的特异性⽅法。

不过好在研究者们从未放弃，⼀步步揭开⼄

肝病毒新致病机制。

�

今年早些时候，武汉⼤学研究团队在Nature�

Communications上报告了⼄肝病毒操纵细

胞代谢来逃避宿主免疫，HBV激活糖酵解，

以阻碍视⻩酸诱导基因I（RIG-I）诱导的⼲扰

素产⽣。研究⼈员证明，HBV通过形成包括

⼰激酶（HK）在内的三元复合物，从RIG-I中

捕获线粒体抗病毒信号（MAVS）。

该研究提供了体外和体内证据，表明HBV通

过乳酸脱氢酶-A依赖性乳酸的产⽣抑制RIG-

I样 受 体 (RLR)信 号 传 导 。 乳 酸 直 接 结 合

MAVS并防⽌其在HBV感染期间的聚集和线粒

体定位。表明HK2和糖酵解产⽣的乳酸在

HBV的免疫逃逸中具有重要的功能，能量代

谢在HBV感染过程中调节先天性免疫。

该研究治疗的靶点是病毒HBx蛋⽩，通过阻⽌

宿主因⼦（SMC复合物）与其结合，保护细

胞核中的cccDNA不被沉默。研究⼩组⼀⽅⾯

⽤抗病毒细胞因⼦⼲扰素-α对动物进⾏治

疗，已经证明⼲扰素可以减少病毒RNA，另

⼀⽅⾯他们通过RNA⼲扰抑制HBx蛋⽩的形

成，这 种 ⽅ 法 是 抑 制 RNA向 蛋 ⽩ 质 的 翻

译。在这两种情况下，都能够废除⼤多数感染

细胞中HBx的产⽣，从⽽通过宿主限制因⼦的

重新出现使cccDNA失活。

⾯对HBV，不仅是新疗法，药物领域也取得

积极成果。在2020年线上国际肝病年会上，

报告了⼀项反义寡核苷酸药物GSK’836�

(GSK3228836)在针对慢性⼄肝患者的IIa期研

究结果。GSK’836�是⼀种反义寡核苷酸，能

够特异性识别感染HBV的肝脏细胞中⽤于表

达病毒抗原（致病蛋⽩）的mRNA，通过动员

肝脏⾃⾝酶系将病毒mRNA灭活，抑制病毒蛋

⽩HBsAg的⽔平，实现功能治愈⼄肝的⽬的。

�

不过反义寡核苷酸药物仍只是通过作⽤于病

毒mRNA达到在更早期阻断病毒DNA复制的⽬

的，仍很难将cccDNA彻底清除。若想实现

“彻底治愈”的⽬标，仍需开发新作⽤机制

的药物。

�

幸运的是，去年，“⼄肝神药”国内仿制药

富⻢酸丙酚替诺福⻙⽚（TAF）在我国获批上

为了增进对抗HBV感染的抗体应答反应的了

解，巴斯德研究所团队从HBV疫苗接种者和

⾃然康复患者⾎液中分离出了记忆B细胞，并

且 ⽣ 产 、 鉴 定 了 针 对 病 毒 被 膜 抗 原

（HBsAg）的⼈单克隆抗体，结果发表在免

疫学顶刊J�EXP�MED上。

研究表明在康复患者体内产⽣的绝⼤多数抗

HBsAg抗体具有中和作⽤，能够与世界各地

流⾏的不同HBV亚型反应。除了在低浓度下

具有体外中和能⼒外，HBV感染⼩⿏模型中

测试结果表明，候选抗体分⼦还有助于体内

病毒⾎症的⼤幅下降。

�

当前⽤于治疗⼄肝的核苷及核苷类似物药物

能够抑制⼄肝病毒，但是并不能将病毒从⾝

体中完全清除。主要是因为⼄肝病毒进⼊宿

主体内后，会将⾃⼰的基因组整合进了宿主

肝细胞核内的DNA，形成了共价闭合环状

DNA（ cccDNA） ， 之 后 利 ⽤ 宿 主 合 成

mRNA以及病毒颗粒组装所需要的蛋⽩，

cccDNA代表了⼄肝病毒的中⼼库。当前的药

物只能降低HBsAg和病毒DNA⽔平，很难彻

底清除cccDNA，⽽且停药后易反弹，因此仍

迫切需开发能够功能性治愈（HBsAg⽔平⽆

法检出）和完全治愈（清除cccDNA）⼄肝的

新疗法。

�

今年1⽉，英国教育学院的病毒学家Maura�

Dandri教授团队在Gut上发表的新联合疗法的

研究已证明在其感染模型中⾮常有效，该治

疗⽅法是基于关闭位于受感染肝细胞核内的

⼄ 型 肝 炎 病 毒 基 因 组 ， 设 法 阻 ⽌ HBV-

cccDNA在动物模型中产⽣进⼀步的病毒，该

研究为治愈⼄肝提供了新希望。

主要研究结果图表摘要。

RNA�ISH检测结合SMC6染⾊显⽰宿主限制因⼦SMC5/6在嵌合⼩⿏HBV�RNA阴性⼈肝细胞中重新出现。

HBV�RNAs
SMC6�protein

HBx

HBV HBV

HBV�RNAs

SMC6�protein

cccDNA

HBV�RNAs

SMC5/6
1)siRNA or

IFNα

viral
reactivation

HBV�RNAs

MyrB

2)prevented by entry inhibition

Active HBV cccDNA Silenced HBV cccDNA

该研究旨在研究靶向所有HBV转录物的⼩⼲

扰RNA（siRNA）或聚⼄⼆醇⼲扰素α（peg-

IFNα）对 病 毒 调 节 性 HBx蛋 ⽩ 和 抑 制

cccDNA转 录 的 宿 主 因 ⼦ 5 /6复 合 物

（SMC5/6）结构维持的影响。特别是，评

估降低HBV转录的⼲预措施是否可以实现并

维持体内cccDNA转录的静息。

 

"这 种 联 合 疗 法 能 够 实 现 感 染 细 胞 中

cccDNA的持续关闭。"Dandri教授解释道，

尽管截⾄⽬前只在⼩⿏模型中进⾏了测试，

但Dandri教授对这种组合深信不疑，"结果表

明，HBV基因组可以通过某些联合治疗⽅法

被关闭。现在，这些⽅法可以应⽤于临床研

究，以达到功能性治愈慢性⼄型肝炎的⽬

的。"

市，TAF是替诺福⻙⼆吡呋酯（TDF）的升级

版，TDF是国外⼄肝初始治疗的⾸推药物，

2016年11⽉，TAF在美国获批上市，随后⼜

在 ⽇ 本 上 市 ， 并 于 2017年 1⽉ 获 得 欧 洲

EMA批准，成为欧洲近10年来⾸个获批上市

的⼄肝新药。2018年11⽉，TAF获正式进⼊

我国市场，商品名为“⻙⽴得”，该药抗病

毒效果⾮常强，并具有8年零耐药的数据，是

⼄肝治疗“⾼效、低耐药”的理想药物。

抗HBV运动，⼈类⼀直在⾏动，近⽇，美国

预防服务⼯作组(USPSTF)发布了⻘少年和成

⼈ ⼄ 型 肝 炎 病 毒 感 染 筛 查 建 议 声 明 ，

USPSTF根据2014年⾄2019年8⽉发布的新

的随机临床试验和队列研究进⾏回顾，对以

往建议进⾏更新，评估了抗病毒治疗的健康

结局，以及HBV新的筛查策略和⾼危⼈群筛

查⼯具的安全性和准确性。

正如上⽂所说，尽管HBV治疗⽅⾯捷报频

传，但治愈HBV⾄今仍是⼀个等待被攻克

的难题。作为传染性肝脏疾病，患者在

⽇常⽣活中承受⼀定的⼼理压⼒，害怕

会传染给家⼈以及周围的⼈，所以⼤多

相对压抑。也因为其传染性，很多⼈因

此都会有些惧怕HBV患者，甚⾄是歧视。

由于对HBV的认识还不⾜，很多⼈认为与

患者接触就会传染⼄肝病毒，看到⾝边

有HBV患者就躲得远远的，HBV⼈群的⼼

理负担往往我们不能想象。此外，病毒

进⼊⼈体以后，⼤多会有⼀段时间的潜

伏期，很多⼈因此都没有明显的症状，

也就忽略了该有的治疗和定期的复查，

让病毒在体内肆意的发展，最终导致了

病情恶化为肝硬化、甚⾄是肝癌。

�

对于患者和家属⽽⾔，HBV就是⼀种不能

消散的痛，治疗的路崎岖坎坷，预防更

为重要，就现有的医疗⽔平来看，接种

疫苗仍然是避免⼄肝的⼀个⾮常有效的

⼿段。⾯对HBV，但愿在不久的将来，科

学界可以带来更多的好消息。

Genepro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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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外诊断试剂全⾯执⾏最低价！
四川出台集采新规
来源：MIR医学仪器与试剂���作者：井⾬

近⼏年，体外诊断试剂集采已从“新鲜事物”过渡到“常态”阶段，从市级到省级，集采新闻

频⻅报端。四川省作为名副其实的医疗资源⼤省，早在2016年便在国内率先启动过体外诊断试

剂集中采购。为进⼀步规范医⽤耗材与体外诊断试剂集中采购⼯作，近⽇，四川省医保局印发

了《四川省医药机构医⽤耗材集中采购实施⽅案》（下称《⽅案》）。

在新的《⽅案》中，四川省医保局对今后全省集中采购的范围、采购⽅式、价格要求、配送服

务以及货款结算等多项内容进⾏了明确和调整，为拉开体外诊断试剂集采⼤幕“铺路”。《⽅

案》⾃公布之⽇30天后施⾏，有效期两年。

四川省医保局表⽰，全省公⽴医疗机构（含参与省内集中采购的军队医疗卫⽣机构）、

医保定点社会办医疗机构、医药机构全⾯纳⼊集中管理。

《⽅案》明确，所指医⽤耗材包括体外诊断试剂、⾼值医⽤耗材和低值医⽤耗材（集采⽬录另

⾏发布），将四川省原阳光挂⽹的⾎管介⼊、⾮⾎管介⼊、⻣科、神经外科、起搏器类、体外

循环及⾎液净化等10⼤类39亚类⾼值医⽤耗材，真空采⾎管、注射器2⼤类低值医⽤耗材，除清

洗液外的全部体外诊断试剂纳⼊四川省医⽤耗材集中采购范围。

后续根据临床需要，动态调整集中采购⽬录，逐步将全省医药机构所需医⽤耗材全部纳⼊省药

械采购平台进⾏采购。未来四川省内的耗材采购⽅式将分为三类，即带量采购、价格联动采购

以及备案采购。

全部体外诊断试剂纳⼊集采

值得注意的是，在价格联动采购中，四川省医保局明确，产品挂⽹后根据最新外省最低参考价

动态调整联动参考价格，⿎励申报企业主动降价。已挂⽹产品产⽣最新外省最低参考价，申报

企业须在该价格公布后30天内向四川省药械招标采购服务中⼼提交价格信息。如未如实更新外

省最低参考价的，按核实后的外省实际最低参考价下调10%作为联动参考价；企业不予确认

的，取消该产品挂⽹资格，⾃取消之⽇起两年内不再接受该产品的挂⽹申请。同时将有关违规

情况纳⼊省集采信⽤评价和考核相关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进⾏处理。

参照外省动态调整“最低

价”

此外，四川省药械采购平台还将设置价格预警游标显⽰，挂⽹产品的历史最⾼价、上⽉最⾼

价、上⽉平均采购价、上⽉最低价、历史最低价分别以红⾊、橘红⾊、⻩⾊、⻩绿⾊、绿⾊进

⾏区间划分，医药机构在采购交易时，价格预警游标将根据采购价格实时显⽰所处的价格区

域，医药机构可参考预警信息调整采购价格。

同⼀产品实际采购价格较全省近5年最低采购价⾼出50%的，将由省药械采购平台每⽉定期向相

关医药机构及其主要负责⼈发送《采购价格异常⻛险告知书》，同时抄送市（州）医疗保障

局，由医疗保障局督促医药机构进⾏整改，整改情况将上报省医疗保障局。

医疗卫⽣机构在采购周期内，每年按照确定的约定采购量与医药企业签订带量购销合同，按照

中选价进⾏采购、销售，不得⼆次议价。

也就是说，未来在四川省集采平台上挂⽹的产品必须及时监控并按要求下调产品的最低

价，拒不确认“最低价”规则的企业，将被直接取消产品的挂⽹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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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案采购可⾃主议价 现有挂⽹产品⽆法替代的临床必需或应急需要，且属于四川省医⽤耗材集中采购⽬录，但尚未

纳⼊带量采购和价格联动采购范围的产品可实⾏备案采购。

⾼值医⽤耗材备案，原则上由省内三级及以上医疗卫⽣机构提出备案采购申请；体外诊断试剂

和低值医⽤耗材备案，原则上由省内⼆级及以上医疗卫⽣机构提出备案采购申请，⽣产企业提

供现⾏外省省级平台挂⽹价或中标价（若⽆外省省级平台挂⽹价或中标价的可不提供），经省

药招中⼼审核，将符合备案采购条件的产品纳⼊备案采购范围，由医疗卫⽣机构与医药企业⾃

主议价、⾃⾏采购。

医疗卫⽣机构可⾃⾏议价采购，公⽴医疗机构按照实际采购价实⾏零差率销售。申请备案采购

的医疗卫⽣机构在备案通过后30天内未完成上⽹采购的，⼀年内不能提出备案采购申请。

如遇突发公共卫⽣事件、⾃然灾害等特殊应急情况，医疗卫⽣机构可先采购后备案，在15个

⼯作⽇内补报备案，备案程序和要求不变。同时，各医疗卫⽣机构要严格控制备案采购的品种

和数量，备案采购医⽤耗材总⾦额不得超过本医疗卫⽣机构年度医⽤耗材采购总⾦额的5%。

⼀体化监管�30天内回款

在货款结算⽅⾯，《⽅案》表⽰，医药机构作为货款结算第⼀责任⼈，医疗保

障部⻔通过省药械采购平台共享医⽤耗材采购、⽀付、结算数据，强化医药采

购、货款结算、医保⽀付⼀体化监管。

带量采购结算中，定点医疗机构与医药企业签订带量购销合同后的15个⼯作⽇

内，医保将按照不低于合同采购⾦额的50%进⾏⾸次预付。约定采购量执⾏过

半后，于15个⼯作⽇内再次预付剩余部分的药械货款。

⾮带量采购结算中，医药机构在药械交货验收合格后30天内，将药械货款划转

⾄监管账⼾，监管账⼾收到货款后向医药机构发出到账提⽰，并于3个⼯作⽇内

按照与医药机构签订的委托付款协议，向相应医药企业的结算账⼾划转药械货

款。

四川省医药局还要求，医药企业配送产品原则上急救品种配送不超过8⼩时，⼀

般品种不超过48⼩时，节假⽇照常配送。

显然，随着耗材集中采购的不断推进与发展，集采中对于流通环节的要求也变

得越来越⾼。⼀体化监管模式之下，供应商的⻆⾊已经由“招标采购服务”逐

渐向“服务招标采购”转变，中间环节的价值被削弱之后，现有的市场格局也

已经逐渐⾛向洗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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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流⾏⼀年，

来源：果壳⽹��作者：Calo

关于这个问题，世卫组织总⼲事谭德塞（Tedros�Adhanom）给出过

明确的看法：“我们越团结，拯救的⽣命就越多，也就能越快结束这

次⼤流⾏。”
 

联合国秘书⻓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的表达更加坚

决：“当今世界只有⼀种办法可以战胜这个病毒：同⼼协⼒。”

 

在这些国际组织的领导者眼中，结束新冠的⽅式是毫不含糊的——唯有

同⼼协⼒。但显然，这种信念并不被所有⼈认同。从全球范围的乱象

看，分裂和对⽴的阴霾似乎盖过了团结的光。

“尽管⽆数闪亮的抗疫巧思在各个⼤陆涌现，我们却未能团结起来、共同织就⼈类安全的保护⽹。”在最近⼀份复盘新冠抗疫表现的报告中，世

卫组织旗下的⼤流⾏防范和应对独⽴⼩组这样批评道。
 

为什么会这样？在⼤流⾏⽆可避免地⾛向下⼀个年头之前，我们或许应该再回头看⼀眼：在与新冠同在的这⼀年多⾥，⼈们为携⼿抗疫做出过怎

样的努⼒，⼜是怎样错失机会，让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向失控的。

“如果有什么东西能在未来⼏⼗年⾥杀死过

千万⼈，那它最可能是⼀种有着⾼度传染性

的病毒，⽽⾮战争。”2015年，⽐尔·盖茨

在⼀次TED⼤会上发出警⽰：“我们还没有

准备好应对下⼀场⼤流⾏疫情的发⽣。”
 

不⾜五年后，新冠肺炎来了。⽽防范它变为

国际灾难的能⼒，却还没有达到预期。

2019年，约翰霍普⾦斯⼤学健康安全中⼼等

三家机构评估了各国预防和应对流⾏和⼤流

⾏性疾病的能⼒，结论是，全球195个国家

“没有⼀个能完全防范疫情或⼤流⾏，每个

国家都有需要解决的重要差距”。

 

偏偏是在这种情况下，⼈们遭遇的对⼿类型

还是他们最不愿意遭遇的那⼀类。

危机来临，我们并没有准备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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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表现好坏，关乎着⼈类能不能在危机

中抢到反击的先⼿。
 

令⼈安⼼的是，在这紧要关头，许多科学家

选择了分享和合作。

2020年3⽉11⽇，世界卫⽣组织满怀忧

虑地宣布新冠肺炎“已具有⼤流⾏特

征”。

�

转眼间，⼤流⾏已经持续⼀年。

⼀年间，⼈们经历过焦虑、悲痛与义

愤，等来了解封、复⼯和疫苗，⼜遭逢

病毒变种的肆虐和疫情的反弹。如今，

全球新冠确诊病例早已超过⼀亿，死亡

案例超过250万⼈。每过⼀天，就多出

数⼗万⼈被新冠病毒感染。即便多国已

经⻢不停蹄地开展疫苗接种⼯作，不明

朗的前景依然使⼈忧⼼：这经年累⽉的

疫情，什么时候才能收尾？

在最早通报此病的中国，⼈们更习惯⽤“新

冠”称呼眼前的传染病。这个“新”字，正

点出这个疾病最令⼈不安的地⽅。从未⻅过

的病原体，不确定的毒⼒、传染性、传播途

径、易感⼈群，尚不明确的⼲预有效性……

⾯对这样的对⼿，⼈们不得不⼀边先以经验

应急，⼀边设法获取关于它的知识。
 

医护⼈员⾸当其冲顶在了抗疫⼀线，为了维

持卫⽣服务系统在疫情下的运作付出了极⼤

的代价。据国际护⼠理事会的估计，全球在

与新冠抗争中丧⽣的医护⼈员可能已经超过

两万⼈。

⽽在医护⼈员努⼒招呼新冠病例同时，尽快

了解新冠病毒的重任落在了科研⼈员⾝上。

“在所有⼈都安全之前，没有⼈是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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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3⽇，武汉通报多例病毒性肺炎病

例后的第三天，复旦⼤学的病毒学家张永振

收到了武汉病例的⽀⽓管肺泡灌洗液样本。

40个⼩时之内，他的团队组装好了致病病毒

的全基因组序列信息，并随即把它上传到了

序列数据库基因银⾏。到1⽉11⽇，张永振⼜

授权合作伙伴、悉尼⼤学教授爱德华·霍尔姆

斯（Edward�Holmes）将序列⽂件公布到了

病毒学论坛virological.org。

�

世界各地的科学家随即开始了对新冠的研

究。美国得克萨斯⼤学的结构⽣物学家丹尼

尔·拉普（Daniel�Wrapp）拿到序列后在实

验室度过了周末，开始攻坚新冠病毒表⾯的

蛋⽩结构。他们团队的⼯作随后成为美国⽣

物技术公司莫德纳（Moderna）开发新冠疫

苗的基础。

�

在欧洲，德国柏林夏⾥特医学院病毒学家克

⾥斯蒂安·德罗斯滕（Christian�Drosten）的

团队快速借助这些序列发表了针对新冠病毒

的诊断测试⽅法。⽽本来⾏将退休的⽣物化

学 家 罗 尔 夫 · 希 尔 根 菲 尔 德 （ Rolf�

Hilgenfeld），则因为被共享的序列信息重

新回到实验桌前，试图寻找新冠病毒的抑制

剂。

�

新冠信息的快速共享，为科学家们尽快理解

这种疾病、思考抗疫对策争取到了机会。不

到三个⽉，科学界便基本厘清了新冠感染的

常⻅症状、确认了其⼈际传染的证据、鉴别

了新冠的死亡⻛险因素，也注意到了⽆症状

感染者的存在，以及新冠病毒通过⽓溶胶传

播的可能。这些结果直接影响了许多地区后

续的疫情防控安排。

�

这些关乎⼈命的重要认识，许多都来⾃不同

科研团队的合作。从2020年1⽉12⽇到5⽉9

⽇，全球共发表了3401篇关于新冠的研究论

⽂，其中超过三分之⼀涉及国际合作。⽽在

疫情爆发前五年间发表的论⽂⾥，有国际合

疫情爆发前五年间发表的论⽂⾥，有国际合

作的论⽂还不⾜四分之⼀。在那些多国合著

的⽂章⾥，中国和美国研究者之间的合作最

为突出——尽管在过去⼀年⾥，这两个国家在

地缘政治上摩擦不断。

�

跨学科的合作也在疫情中增加。虽然以往的

调查结果提⽰⼀项研究跨学科的程度越⾼，

研究者申请到资⾦⽀持的难度也就越⼤，但

在疫情下，不同领域和学科的研究者还是选

择加强合作。微⽣物学家和免疫学家携⼿分

析⼈体被新冠侵染后的反应；计算机科学家

与⽓候科学家利⽤模型模拟温度等环境变化

对新冠传播的影响；物理学家和材料化学家

与企业合作，优化个⼈防护⽤品的结构和功

能……

然⽽，信息的共享和合作的善意并不能保证

所有关于新冠的科研结果都是准确的。
 

说到底，科学研究是⼀种⼈类活动，⽽⼈类

活动不可避免地带有各种各样的偏倚。在同

⼀问题上，不同的预设、不同的研究设计、

不同数据采集和分析⽅式，以及不同推理过

程，都可能将研究者导向截然不同的结论。
 

理想状况下，科学家们对事物认识的加深并

不依赖单个研究的推断，⽽是依靠对新证据

的持续审视。在这个逐渐削减不确定性的过

程中，反复的出错、挑错和纠错是不可避免

的。可在新冠⼤流⾏的背景下，科学的这种

性质也同样不可避免地引起或加剧了⼈们的

困惑、分裂乃⾄混乱。
 

因为绝⼤多数⼈并不以科学家的⽅式对待⻛

险与不确定性——他们从不需要那样。寻常时

节，⼈们凭借常识和直觉就⾜以应付⼤部分

⽇常问题。可当新冠肆虐，⼈们出于对⾃⾝

及亲友安危的关切⽽不得不把科学拎到眼前

细瞧时，他们往往会发现印象中的科学和现

实中的科学存在巨⼤的落差。
 

在这场公共卫⽣危机当中，惴惴不安的⼈们

有太多的问题需要得到解答。戴⼝罩有没有

⽤？洗⼿有没有⽤？封城有没有⽤？这个或

者那个药有没有⽤？⽆症状感染者会不会传

染⼈？疫苗能不能减少传播？我们所期待的

答案——从我们提问的⽅式就可以看出来——

是确切的、⾮此即彼的。有⽤或者没⽤，会

或者不会，简单明了。
 

但科学甚少能在问题被提出的时候就提供这

样板上钉钉的答案。形成可靠的科学共识需

要时间，在新冠这样刚出现的课题上尤其如

此。
 

在疫情刚出现时，⼈们⼀度以为新冠主要通

过触摸被病毒污染的表⾯传播，但其实接触

数据共享与团队合作，最终催⽣了⼤量有关新

冠 的 科 学 产 出 。 据 研 究 信 息 数 据 库

Dimensions估算，截⾄2021年3⽉7⽇，全球

196个国家的研究者已经发表了超过27万篇关

于新冠的期刊论⽂，内容涵盖新冠的⽣物学、

流⾏病学、医学、经济学、⼼理学等各个领

域。⼀个研究主题在短时间内凝聚起这么多个

国家、这么多研究者的共同关注，可以说是前

所未⻅的。

�

“当然也有⼈在竞争，”法国传染病学家亚兹

丹·亚兹丹帕纳赫（Yazdan�Yazdanpanah）

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评论说，“可当务之

急是为所有⼈想出解决⽅案。⽽要实现这点，

得靠合作。”�

新冠患者的呼吸道⻜沫才是新冠最常⻅的传

播途径。再后来，研究者才发现在通⻛不⾜

的密闭空间⾥，新冠病毒还可能通过尺⼨很

⼩的液滴在空⽓中传播更远的距离。
 

⼝罩对控制疫情的作⽤也引起过争论。起

初，⼀些流⾏病学家和包括世卫组织在内的

若⼲卫⽣机构，都认为⽀持普通⼈佩戴⼝罩

有利于新冠防疫的证据并不充⾜，因⽽不建

议⺠众⼴泛佩戴⼝罩。直到关于⼝罩阻截病

毒传播的证据⾃去年4⽉开始陆续积累，这些

机构才陆续修改防护推荐。
 

学⽣复学的话题也是如此。因为疫情，全球

165个国家的超过15亿学⽣被迫停课失学。

在中低收⼊国家，许多学⽣家庭并未联⽹，

⽆法通过在线课程继续上课。⽽在重新开放

学校对疫情有⽆影响的问题上，研究者们也

同样众说纷纭。

在科学界内部，诸如此类的分歧、争论和改

变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对外部那些因为

疫情才第⼀次近距离观察科学运作过程的公

众来说，这些现象却令⼈困惑，他们不知道

科学家们是否值得信赖。
 

这个时候带领公众改变既有的⻛险认知和思

维⽅式或许能更好地促成团结。可遗憾的

是，甚少会有科学家主动向公众解释这些分

歧的意义，以及为什么在科学共识没有形成

的时候就下结论是危险的。

合作：跨越国界，跨越学科 分裂：⼈们期待的答案，科学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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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渴望答案，⽽如果专家共同体不提供

它们，就会有别的⼈替他们提供。”�在卡耐

基·梅隆⼤学研究⻛险认知的教授巴鲁克·费

斯科霍夫（Baruch�Fischhoff）在去年6⽉告

诫道。

�

事实也的确如此。在疫情下，对各个新冠议

题发表意⻅的“别的⼈”不在少数。⼈们不

断地从各处新闻媒体和社交媒体刷新关于新

冠的消息，但随着发声的⼈、组织和机构越

来越多，从有误导性的噪⾳中分辨出可靠的

信号也变得越发困难⽽且耗时。

�

和⼀个审慎的科学家会给出的严谨、留有余

地的观点相⽐，那些⾔之凿凿⼜极富争议性

的观点或发现，往往更容易吸引到⼀般⼈的

注意⼒，也因此更可能受到媒体的报道或社

交平台的分享。

�

疫情期间，为了快⼀点把⾃⼰的研究结果分

享给同⾏，许多研究⼈员在投稿前将⾃⼰的

结果以未经同⾏评议的“预印本”形式直接

发布在⽹上。尽管这些预印本没有经过期刊

编辑和审稿⼈的评审，⽆法保证内容质量，

但不少媒体还是会经常引⽤预印本结果。相

⽐于标明所引内容来⾃预印本，他们更常只

⽤“研究”来指代这些内容。

�

让信息变得更加混乱的，还有各种跨界发⾔

的“伪权威”⼈⼠。他们通常在某个领域有

专业背景或名声，却跨界到⾃⼰不具备专业

知识的领域发表论断，这样的⼈有个称谓叫

“ 知 识 侵 越 者 ” （ e p i s t e m i c �

trespassers）。

�

在新冠议题上，知识侵越者⽐⽐皆是。美国

神经放射学教授斯科特·阿特拉斯（Scott�

Atlas）就是臭名昭著的⼀例。尽管没有任何

传染病学或流⾏病学背景，阿特拉斯却在多

个场合声称让低⻛险⼈群感染新冠是件好

“我们如何对抗新冠这件事，主要是政治，

⽽⾮科学。”挪威斯塔万格⼤学的⻛险管理

学教授泰耶·阿⽂（Terje�Aven）指出。
 

疫情下，政策制定者的决策⼤致可以归⼊三

个类型：是否到了该⾏动的时候；现有的⾏

动⾥什么⾏动最合适；有没有采取其他⾏动

的可能。在对的时间没有展开⾜够的⾏动，

或者合理的⾏动没有及时发⽣，都可能导致

事倍功半。
 

在这些决策中，科学可以提供参考思路，却

⽆法指定⼀个“正确答案”。⽆论是考虑是否

要⿎励或强制佩戴⼝罩、是否要实⾏或解除

封锁，如何调配医疗资源，如何安排新冠检

测，还是如何制定社交距离——在太多具体

问题上，政策的制定等不到相关科学证据积

累到完美的时刻。最终，政治领袖们的决定

将取决于他们最看重的价值，科学既可能被

他们⾼度重视，也可能被极端轻视。
 

最早发现疫情的中国选择了及早实施全⾯、

严格、彻底的防控措施，以社会和经济代价

换取了对疫情的控制。韩国、乌拉圭等国家

则采取了相对宽松的封锁政策，将资源侧重

到快速、⼤规模的检测和活跃病例的追踪、

隔离之中，也取得了较好的防控效果。后续

的建模分析研究提⽰，组合多种⾮药物性⼲

预措施带来的防疫效果最强，也最为迅速。

相反，领导⼈带头攻击专家学者、⿎励⼈们

⽆视社交距离的巴西，则在疫情中付出了沉

重的⼈命代价。
 

⽽本被视为防范⽔平最⾼的美国，也因为抗

疫不⼒成为了新冠确诊和死亡案例最多的国

家，超过52万⼈死于新冠，近2900万⼈确

诊。多年以后，当⼈们站在全球共同体的⻆

度审视新冠，他们必定⽆法忽略发⽣在这个

⼈⼝最多的发达国家的悲剧。
 

在⼀些研究者看来，将对新冠疫情的认知和

事，有利于达到“群体免疫”。⽽在以⾊

列，数学家艾萨克·本-伊斯雷尔（Isaac�Ben-

Israel）则在2020年4⽉断⾔，封锁政策纯属

群体癔症，⽆论政府采不采取抗疫措施，新

冠疫情都会在70天后趋于消失。⾯对触⽬惊

⼼的新冠数据，不知道他作何感想。

�

和那些与相关领域内专家切实合作的跨界学

者不同，知识侵越者们常常只是发表观点，

⽽没有可靠的证据⽀持。⽽虽然他们发表意

⻅时更加容易犯专业错误，但也往往表现得

⽐真正的专家更加⾃信，显得更加像“权

威”。

应对⾼度政治化是美国抗疫失败的主要原因

之⼀：⺠主党⽀持者（85%）远⽐共和党⽀

持者（46%）更容易认同新冠的健康威胁。

在这样的认知差异下，前者也⽐后者更愿意

戴⼝罩和保持社交距离。有时两者的⽐例相

差之⼤，让调查者觉得他们仿佛⽣活在截然

不同的现实当中。
 

甚⾄连⼀颗问世多年的⼩药丸，都能被投射

上政治意义。

⾯对五花⼋⻔的新冠信息，⼈们更容易选择相

信那些与⾃⼰价值观或意识形态相符的观点，

将它们作为理解现实的“证据”。⽽⼀旦价值

取代证据成为决策的优先考虑因素，费劲的理

性思维让位于简单的启发式判断，有关新冠的

种种事实⾥那些本该被审慎对待的微妙差别，

就渐渐被失焦成了⾮⿊即⽩的⾊块。分裂与对

⽴，由此⽽起。

�

另⼀⽅⾯，团结所有⼈⻬⼼抗疫的愿望，似乎

也在愈发激烈的政治对⽴中变得希望渺茫。

错位：“别的⼈”替代专家，价值取代证据 对⽴：决策⾯前，科学只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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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研发新药，⼈们也试图“⽼药新⽤”，

⽤现有药物治疗新冠。这其中，⼀种名叫羟

氯喹的抗疟疾药因为对其他冠状病毒有抑制

作⽤，引起了⼀些研究者的兴趣。

�

2020年3⽉16⽇，美国企业家伊隆·⻢斯克

（Elon�Musk）在社交⽹站推特上推送了⼀条

链 接，称 “ 或 许 值 得 考 虑 ⽤ 氯 喹 治 疗 新

冠”。这条链接指向⼀份由⼀名美国律师和

⼀名区块链投资者编写的⾕歌⽂档。

所幸，在纷乱的信息环境和紧张的政治⽓氛

下，科学合作还是不负众望，在2020年的年

末给⼈们带来了多个新冠疫苗。

�

《科学》杂志毫不令⼈意外地将其评为

2020年的年度突破，⽽随着疫苗接种⼯作在

多个国家展开，它也终将成为与每个⼈有着

最“切⾝”关系的科学突破。

�

新冠疫苗⽆法在⼀夜之间终结⼤流⾏。⼀⽅

⾯，“疫苗⺠族主义”思维依然威胁着新冠

疫苗在世界各国的公平分配与推⼴，各国反

疫苗运动和阴谋论者对接种覆盖度的影响也

尚未可知。另⼀⽅⾯，关于疫苗的许多科学

问题也还有待阐明。不同的疫苗对在流⾏的

新冠病毒变种效果如何？除了减少疾病，它

们能不能也减少新冠的传播？疫苗带来的免

疫⼒能够持续多久？

�

按丘吉尔的话说：“现在并不是结束，结束

甚⾄还没有开始。但是现在可能是序幕的结

束。”

下⼀幕会是什么样⼦？这或许将取决于，在

经历过去⼀年因新冠⽽⽣的团结与分裂、合

作与争端之后，⼈们摒弃了什么，⼜学会了

什么。

羟氯喹的故事：⼀则寓⾔

3⽉19⽇，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称羟氯喹将为治疗新冠带来颠覆性

的改变。随后⼏个⽉，特朗普多次在⽩宫记

者会上宣传羟氯喹的神奇功效。
 

尽管美国总统⾸席医疗顾问安东尼·福奇

（Anthony�Fauci）明确表⽰没有可靠的研究

证据⽀持羟氯喹对新冠的疗效，但在特朗普

的持续推销下，这种便宜易得的“平⺠神

药”还是得到了许多⼈的追捧。3⽉28⽇，美

国⻝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在没有临床试

验证据⽀持的情况下通过了羟氯喹的紧急使

⽤。
 

5⽉22⽇，⼀项声称基于六⼤洲、96000多名

新冠病⼈的注册表分析发表在《柳叶⼑》

上。声称羟氯喹对新冠⽆效，还具有⼼脏毒

性。但科学家们很快发现这项研究的原始数

据准确性存疑。遭到多次质疑之后，这篇论

⽂很快被撤稿。这样⼀来，羟氯喹追捧者更

笃信羟氯喹有效，并认为这篇论⽂发出来是

为了打压这个药物。和反对封锁、不戴⼝罩

⼀样，⼒挺羟氯喹成为了⼀种表达政治⽴场

的⽅式。

�

随 后 ， 英 国 ⼤ 型 随 机 对 照 试 验 � “ 康

复”（RECOVERY）和世界卫⽣组织发起的

国际临床试验“团结”（Solidarity）的结果

⼀致表明，羟氯喹不能给新冠住院患者带来

临床收益。但羟氯喹的吹捧者将这些结果形

容为别⼈精⼼谋划的抹⿊。

下⼀幕，⼈类能学会团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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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羟氯喹这个故事⾥，知识侵越者⾔之凿凿

的宣传、科学在⾃我修正过程中表现出的反

复，以及蓄意的将中性事物政治化的操作，

都在⼀步步加剧着⼀群⼈的认知失调。最

终，他们和他们眼中的“别⼈”，对现实的

共同认知将越来越少。

有⼈或许很容易会产⽣这样的想法：这的确

很可怕，但只是他们这样呀，我们不就好好

的。他们处理得不⾏活该，我们⾏就可以

了。

可这样独善其⾝的⾃发想法，正是⼈类⾛向

团结最⼤的障碍。新冠下如此，下⼀场⼤流

⾏下如此，⽓候变化下也如此。

�

“在 所 有 ⼈ 都 安 全 之 前 ， 没 有 ⼈ 是 安 全

的。”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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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IVD年报出炉：

雅培领涨40%、国内企业利润增幅超60倍
⾏业
动态�

INDUSTRY 
DYNAMICS

摘选⾃“ VD从业者⽹”I

新冠疫情极⼤的改变了IVD⾏业的格局，分⼦诊断⾏业发⽣了⼤洗牌，以分⼦诊断为主营的企业从原来的5⼤家（达安基

因、凯普⽣物、艾德⽣物、华⼤基因、科华⽣物）增加为现在的8⼤家（达安基因、凯普⽣物、艾德⽣物、华⼤基因、科华

⽣物、之江⽣物、硕世⽣物、圣湘⽣物），⽽原来没有分⼦诊断业务或者占⽐较少的企业也开始陆续发⼒。

如果我们把分⼦诊断划分为病原体检测、肿瘤癌症基因、化学⽤药指导、⽣殖遗传四⼤领域来看，最⽕的⽆疑是病原体检

测细分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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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MedTrend医趋势

新冠疫情⼀周年，那句⽕了⼀年的丘吉尔名⾔“永远不要浪费⼀场好危机”，终于可以短期性

复盘。

在医疗器械领域，谁笑到了最后？⼝罩、额温枪等早期明星单品跌落神坛，粥多僧多，维持薄

利多销；CT、DR等⼤型设备单价⾼，购买频次也低，早期的繁荣注定⽆法⻓期持续。最后剩下

的“王者”，持续增⻓的耀眼明星，⾮IVD赛道莫属。

更专业、更时尚、更年轻的⽣活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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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冠“流感化”趋势的演进，带动全球检测需求的持续上升。BBC�Research预计，到

2027年，全球新冠检测市场⾼达将增⾄1951亿美元。增量空间带动⾏业崛起，⾏业崛起带动优

秀竞争者逆袭。

国内⽅⾯，借着东⻛，国产IVD企业⽤数字递交了完美的成绩单

春运期间“核酸通⾏证”的要求，为IVD企业新年业绩添了第⼀笔助⼒，2021，新冠检测必将

带动国内外IVD赛道⻛云再起。

� 圣湘⽣物：同业“增速王”。2020年度净利润同⽐预增25.2亿到27.7亿元，增

幅�6375%到7008%；

 之江⽣物：2020年净利润同⽐预增8.83亿元，增幅1993.01%；

 东⽅⽣物：2020年净利润预增14.73亿元，同⽐+1795.10%

 华⼤基因：2020年净利润约20亿–23亿，同⽐上升623.77% - 732.34%...

从财报看趋势，2020年全球IVD四巨头排名

不变：罗⽒第⼀，雅培第⼆，丹纳赫第三，

西⻔⼦医疗第四。

罗⽒：诊断业务扛⿍了集团的增⻓重任，抵

消了部分来⾃制药的下滑。中国常规诊断业

务受损严重，营收21亿美元，同⽐-11%。

雅培：分⼦诊断和快速诊断两项业务获得超

过100%的翻倍增⻓，带动了诊断业务增幅超

过40%的耀眼成绩，是四巨头中诊断业务增

⻓最快的企业，与罗⽒的差距⼤⼤拉近。

丹纳赫：排名第三，增速第⼆。诊断业务在

四家中占⽐最⾼（37%），对整体业绩⾼速

增⻓（+24.5%）起到了拉动作⽤。

西⻔⼦医疗：唯⼀下滑（-5%），主要受

到疫情导致的常规产品销售不佳所累。中

国市场增⻓3%，是为数不多的保持增⻓的

⽬标区域。（统计时间为2019年10⽉1⽇

⾄2020年9⽉30⽇）

罗⽒2020年整体营收583.23亿瑞郎，同⽐-5%，可⽐增⻓+1%。两⼤业务线“冰⽕两重天”：

·诊断业务上扬+6%；

·占据超70%的制药业务下滑-8%，促成了整体-5%的负⾯效应。

净利润：150.68亿瑞郎，同⽐+7%。

罗⽒�2020年财务数据 罗⽒集团业务架构

罗⽒（Roche）
2020年诊断业务收⼊（百万美元）：15475

2020年营收：+6%

IVD�Top4�企业2020财年数据总览

注：①按照实时汇率，1瑞郎=1.1221美元，罗⽒的总营收约65455百万美元，诊断业务营收约15475百万美元。

②按照实时汇率，1欧元=1.2096美元，西⻔⼦医疗的总营收约17733百万美元，诊断业务营收约4746百万美元。

2020财年
(百万）

Roche
(瑞郎）

Abbott
(美元)

Danaher
(美元）

Siemens
Healthineers(欧元）

总营收(百万） 58333 34608 22284 14660

总营收增⻓率 -5% +8.5% +24.5% 0%

诊断业务排名 1 2 3 4

诊断业务收⼊ 13791 �10805 �7403 3924

诊断业务增⻓率 +6% +40% +12.8% -5%

诊断业务占⽐ 24% 31% 37% 27%

罗⽒集团

罗⽒制药 罗⽒诊断

中⼼实验室和
poc诊断 分⼦诊断 糖尿病管理 组织诊断

Pharmaceuticals�Division

Diagnostics�Division

Roche�Group

48.5

12.9

61.5

-8

6

-5

44.5

13.8

58.3

CHFbn CHFbn CHF
2020 2019 Change�in%

CER

14

1

-2

⾏业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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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诊断2020年营收137.91亿瑞郎，占总营收23.7%，同⽐+6%。四⼤业务仅分⼦诊断⾼速上

涨，中⼼实验室和POC诊断事业部、糖尿病管理业务、组织诊断业务均下滑。
诊断业务营收

中⼼实验室和POC诊断事业部营收72.73亿瑞郎，占⽐53%，相较于2019年下滑7个百分点，同

⽐-7%，主要受到常规检测量减少的影响；

·SARS-CoV-2快速抗原检测的销售额部分抵消了常规检测的下滑。

·欧洲、中东及⾮洲（EMEA）暴涨（+11%），北美⼩幅上涨（+2%），其他地区⼤幅下滑（-

10%）。

分⼦诊断业务营收37.6亿瑞郎，占⽐27%，相较于2019年上涨11个百分点，同⽐+78%，

·主要受到cobas�SARS-CoV-2�PCR检测的强劲驱动。

·所有区域均⾼速增⻓。

组织诊断业务营收10.88亿瑞郎，占⽐8%，同⽐-1%。

·主要由⾼级染⾊仪器、伴随诊断的销售增⻓，以及前⼀年北美地区⽣产延迟的恢复所驱动。

·亚太地区由于试剂销售增加，营收+14%。

糖尿病管理业务营收16.7亿瑞郎，占⽐12%，同⽐-13%。

·主要是受到⾎糖监测市场持续收缩以及新冠疫情的影响。

2020年，罗⽒诊断在研发上投⼊17.84亿瑞郎，占诊断总营收的12%，同⽐+21.5%。

诊断业务区域营收 ·欧洲、中东、⾮洲贡献了40%的营收，同⽐+19%；

·北美市场贡献了最⾼增⻓，同⽐+26%；

·拉丁美洲同⽐+14%；⽇本同⽐+5%；

·亚太地区营收占⽐23%，同⽐-3%，为罗⽒诊断唯⼀业绩下滑区域。中国市场营收21亿美元，

同⽐-11%。

新冠表现总结 2020年，罗⽒诊断各类新冠检测相关的营收

达到29亿美元。

034     PAGE     PAGE       033

2020:�

Diagnostics�Division�regional�sales�
Growth driven by COVID-19 testing

North�America
+26％

28%�of�divisional�sales
EMEAI¹

+19％

~40%�of�divisional�sales

Japan
+5％

~4%�of�divisional�sales

Latin�America�
+14％

~6%�of�divisional�sales

Asia�Pacific
-3％

~23%�of�divisional�sales

YoY�CER�growth

Centralised
and�Point�
of�Care
Solutions

Molecular
Diagnostics¹

Diabetes
Care

Tissue
Diagnostics +5%

-5%

+90%

-1%

0.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Immunodiagnostics(-6％)
•���Clinical�Chemistry(-11％)
•���POC³�Immunodiagnostics�(+667％)

•���Virology�(+180％)
•���LightMix�Systems(+189％)
•���POC³�Molecular�(+152%)

•���Blood�glucose�monitoring�(-4％)
•���Insulin�delivery�systems�(-15％)

•���Advanced�staining�(+5％)
•���Companion�diagnostics�(+8％)

EMEA²
North�America
RoW

CHFbn

2020年罗⽒诊断四⼤业务营收数据

Diagnostics�Division

Centralised�and�Point�of�Care�Solutions

12,950

7,819

13,791

7,273

CHFm CHFm

2020 2019

�Molecular�Diagnostics 2,1093,760

Diabetes�Care 1,9181,670

Tissue�Diagnostics 1,1041,088

6

-7

CHF

Change�in

78

-13

-1

-1

14

CER

%

90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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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看，2020年，罗⽒诊断四⼤细分业务

中，分⼦诊断业务暴涨（+78%），主要得益

于新冠疫苗PCR检测试剂盒的紧急获批。表现

⽐较突出的有：

·病毒学相关产品，同⽐+180%；

·LightMix系 列 （ 实 时 荧 光 PCR检 测 试 剂

盒），同⽐+189%；

雅培在2020年整体营收346.08亿美元，同⽐+8.5%。研发投⼊24.20亿美元，占总营收的7%。

疫情之下，营养、诊断业务均实现正向增⻓，制药、医疗器械业务同⽐下滑。

罗⽒诊断新冠产品线

2021年，罗⽒诊断计划推进10款产品的普及及上市，其中包括4款仪器、2款检测产品和4款数字化解决⽅案。

·POC分⼦诊断，同⽐+152%。

特 别 需 要 指 出 的 是 ， 虽 然 中 ⼼ 实 验 室 和

POC诊断事业部整体业绩下滑（同⽐-7%），

但其中的POC免疫诊断暴涨，同⽐+667%。

这或许得益于COVID-19快速抗体/抗原检测技

术的发布。

2021，罗⽒诊断计划上市产品

雅培�(Abbott)
2020年诊断业务营收（百万美元）：10805

2020年营收：+40.1%

ABBOTT

Diagnostics
诊断

Established
Pharmaceuticals
制药

Medical�Devices

医疗器械

Nutrition

Core�Laboratory
传统诊断

Molecular
分⼦诊断

Point�of�Care
床旁诊断

Rapid�Diagnostics
快速诊断

营养

雅培业务框架

雅培2020年整体营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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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B�MOL�BIOL�LightMix®LightCycler®
480

cobas®
6800/8800

cobas®
e411/601/602/801

Non-
instrumented

modular�SARS-CoV-2�launched

cobas®�SARS-CoV-2�
test�receives�FDA�EUA

Elecsys®��Anti-SARS�CoV-2
antibody�test�receives�FDA�EUA

SARS-CoV-2�Rapid
Antiboby�Test�launched

Elecsys®IL-6�test
receives�FDA�EUA

cobas®�SARS-CoV-2�test�&�Flu�
�A/B�Test�receives�FDA�EUA

Elecsys®Anti-SARS-CoV-2�S
antibody�test�launched

SARS-CoV-2�Rapid
Antiboby�Test�launched

SARS-CoV-2�Rapid�Antigen
Test�Nasal�launched

Lab�SARS-COV-2
antigen�test�launched

Jan�20 Feb Mar Apr May Jun Aug Sep Oct Nov Dec Jan�21 FebJul

Total�*

Nutrition
Diagnostics

Established�Pharmaceuticals

Medical�Devices

%�Change�vs.12M19

sales�12M20 Reported Organic

u.s.

13,022

3,279

4,774

--

4,931 6,856

4,303

6,031

4,368

21,586

Intl Total�

34,608

7,647

10,805

4,303

11,787

u.s.

14.2

5.4

65.3

n/a

(8.2)

Int’I

5.3

1.6

25.0

(4.1)

(0.1)

(4.1)

(3.7)

40.1

3.2

8.5

Total u.s. Int’I Total

n/a

(8.2) (0.3) (3.8)

1.9 1.9

40.625.865.3

5.4 4.2 4.7

14.2 7.3 9.8

Market¹

CE

CE

CE

CE
WW
WW
US

CE

WW
WW
WW

WW
WW³

US＆WW³

CE

WW³

OUS³

Instruments

Tests

Digital
solutions

Area

Core�Lab

Point�of�Care

Molecular�Lab

Diabetes�Care

Core�Lab

Molecular�Lab

Patholoav�Lab

Insights

Core�Lab

Diabetes�Care

cobas®� pure�integrated�solutions
cobas®��pro�integrated�solutions

cobas®��pulse

cobas®��5800
AVENIO�Edge�System

Accu-Chek�Ilnstant�Forward

Elecsys®��NT-proBNP�IU
Elecsys®��SARS-CoV-2�Antigen

�•����extensions�in�Heart�Failure
�•����-�extension�for�Atrial�Fibrillation
Elecsys®��TnT-hs�3�claim�extensions
in�Coronary�Arterial�Disease

AVENIO�FoundationOne�kit�(RUO)
KAPA�HyperPETE�kit

uPath�2.0
RUO�Algorithms

NAVIFY�Oncology�1.o
NAVIFY�Pass�1.0

Remote�Patient�Monitoring

Elecsys®���GAAD�Algorithm

Accu-Chek�SugarView

Product Description

Low-to-medium�volume�sWA
New�high�throughput�configurations�of�the�cobas�pro�instrument

Successor�of�Accu-Chek@Inform�ll

Fully�automated�low�throughput�PCR�system
Automated�sequencing�library�preparation�and�target�enrichment�instrument

New�features�for�the�lnstant�meter�to�increase�performance�and�user�experience

Automated�laboratory�assay�intended�as�an�aid�in�the�diagnosis�of�SARS-CoV-2�infection

A�set�of�5�intended�use�extensions�in�the�Coronary�Arterial�Disease,�Atrial�Fibrillation�and
Heart�Failure�Space

Decentralized�kit�of�the�FoundationOne�test
New�targeted�sequencing�portfolio�using�primer�extension�for�small�targets
First�VD�release�and�version�of�Open�APl�of�the�clinical�pathologist�workflow�module�for
NAVIFY�Digital�Pathology�&�on-premise�uPath
Whole�slide�image�analysis�algorithms�(ER�(Sp1),�Ki-67�(30-9),�and�PR�(1E2))

Modular�Oncology�decision�support�solution

RDCP:Rothe�Datbeles�Care�Pafom;¹CE:European�Conlomity,US:FDA�approval,ww:Woriowide,OUS:Outside�the�US;²Reasearch�Use�Only�:³only�a�few�selected�countries

Solution�for�providers�to�communicate�SARS-CoV-2�rapid�antigen�test�results�to�a�mobile�app�us�&�cE3

Algorithm�for�early�detection�of�HCC�in�patients�with�chronic�liver�disease

Module�within�RDCP�that�enables�remote�Health�Care�Professional�-�Patient�with�Diabetes
interaction,�including�a�patient�dashboard,�check-in�and�chat�functionality
Meter-free�blood�glucose�testing�using�a�smartphone�and�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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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AHER

Diagnostics
诊断

Environmental�&
Applied�Solutions
环境应⽤

Life�Science
⽣命科学

丹纳赫业务框架

丹纳赫2020年数据

2020年，雅培全球诊断营收108.05亿美元，同⽐+40.1%，是雅培第⼆⼤业务，占集团总营收

的31%，相⽐2019年上涨7个百分点。其中

·分⼦诊断营收14.38亿美元，⼤涨+224.9%，

·收购美艾利尔得来的快速诊断业务⼤涨+113%，贡献了⾼达44亿美元的营收；

·传统诊断（-3.9%）以及床旁诊断（-8%）均有不同程度的下滑。

整体来看，主要由雅培推出的11款病毒、抗体、抗原检测试剂所驱动。

诊断业务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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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培诊断2020年数据

诊断业务区域营收 美国市场：营收47.74亿美元，占诊断业务总

营收的44%，同⽐+65.3%。除POC业务下滑

外，其他三⼤细分业务均保持增⻓。分⼦诊

断 业 务 （ +315.5%） 、 快 速 诊 断 业 务

（+115.7%）在美国市场上表现出⾊。

国际市场：营收60.31亿美元，贡献56%的营

收，同⽐+25%。仅传统诊断有所下滑（-

7.3%），床旁诊断（+20.2%）、分⼦诊断

（+178.8%）、快速诊断（+109.2%）在国

际上均受到市场欢迎。

新冠表现总结 2020年，雅培动员了多个领域的团队来开发

COVID-19诊断产品，快速响应能⼒带来了众

多创新产品，⽐如获得特朗普直播带货的恒

温核酸扩增检测仪ID�NOW、在免疫诊断领域

推出的Panbio™�COVID-19�Ag�快速抗原检测

试剂、快速抗原检测卡BinaxNOW�COVID-19�

Ag�Card等。

得益于以上，仅2020Q4，雅培全球COVID-

19检测相关销售额为24亿美元。其中雅培的

BinaxNOW、Panbio和ID�NOW快速检测平台

的总销售额达到19亿美元。

2021年，雅培还将为iphone和Android推出

⼀款⼿机应⽤APP——NAVICA，⽤以展⽰测

试结果，起到临时数字健康通⾏证的作⽤。

丹纳赫�(Danaher)
2020年诊断业务收⼊（百万美元）：7403

2020年营收：+12.8%

2020年，剥离了⽛科业务，收获了Cytiva的

丹纳赫增⻓效果显著，整体营收222.84亿美

元，同⽐+24.5%。

·⽣命科学业务：营收105.76亿美元，同⽐

+51.2%（Cytiva贡献9.5%的增⻓），贡献

最⾼，⼏乎占总营收的⼀半；

·诊 断 业 务 ： 营 收 74.03亿 美 元 ， 同 ⽐

+12.8%；

·环境应⽤：营收43.05亿美元，-2%，是唯⼀

下滑的业务。

2020年⾃有现⾦流⽅⾯，同样表现亮眼，同

⽐+79％，达54.26亿美元。Total�*

Core�Laboratory
Molecular

Point�of�Care

Rapid�Diagnostics

%�Change�vs.12M19

sales�12M20 Reported Organic

u.s.

4,774

1,166

621

369

2,618 1,758

147

817

3,309

6,031

Intl Total�

10,805

4,475

1,438

516

4,376

u.s.

65.3

7.3

315.5

(15.9)

115.7

Int’I

25.0

(7.3)

178.8

20.2

109.2

(8.0)

113.0

224.9

(3.9)

40.1

Total u.s. Int’I Total

(15.9)

115.7 107.4 112.3

20.6 (7.9)

225.7179.9315.5

7.3 (5.9) (2.8)

65.3 25.8 40.6

Sales:�

Life�Sciences
Diagnostics

Environmental�&�Applied�Solutions

Total

Three-Month�Period�Ended

December�31,
2020

$���3,361

2,227

1,172

$���6,760

December�31,
2019

$���1,916

1,804

1,148

$���4,868

Year�Ended

December�31,
2020

$���10,576

7,403

4,305

$���22,284

December�31,
2019

$���6,951

6,561

4,399

$���17,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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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医疗

Advanced
Therapies
临床治疗

Diagnostics
诊断

Imaging
影像

2020年，是丹纳赫诊断业务转向“以平台为主导”模式的第⼆年。2020年Q4，丹纳赫诊断业

务营收22.27亿美元，同⽐+23.5%，得益于对新冠疫情快速反应，同样表现不俗。
诊断业务营收

丹纳赫2020年Q4诊断业务数据

新冠表现总结
丹纳赫旗下，四⼤诊断品牌均在疫情中发挥了作⽤：

·⻉克曼库尔特的免疫诊断产品Access�SARS-CoV-2�IgM抗体定性检测、Access�SARS-CoV-2�

IgG�II抗体半定量和定性免疫检测

·赛沛的分⼦诊断产品Xpert�Xpress�SARS-CoV-2分⼦诊断检测、Xpert�Xpress�SARS-CoV-

2/Flu/RSV“四合⼀”检测试剂

·以及雷度⽶特的⾎⽓和徕卡的病理。

在2021年JMP上，丹纳赫⾸席执⾏官Rainer�Blair表⽰丹纳赫在分⼦诊断领域重点关注

Cepheid，其在2020年带来了⼤约20亿美元的收⼊。

西⻔⼦医疗2020财年区间为2019年10⽉1⽇⾄2020年9⽉30⽇。西⻔⼦医疗在2020财年整体营

收146.6亿欧元，同⽐持平。影像和临床治疗业务的⼩幅增⻓被诊断领域的⼩幅下降所抵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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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医疗�(Siemens�Healthineers)
2020年诊断收⼊（百万美元）：4746

2020年营收：-5%

西⻔⼦医疗业务架构

西⻔⼦医疗�2020财年数据

Fourth�Quarter�2020:�Diagnostics

REVENUE OPERATING�PROFIT�MARGIN

+23.5% +680�bps

Core�+21.5%
Acquisitions�—%

FX+2.0%

Core�+680�bps
Acquisitions�-�bps

Other�-�bps

$1,804 $1,804

Q4�2019 Q4�2020

19.5%

Q4�2019

26.3%

Q4�2020

®

Diagnostics

Advanced�Therapies

lmaging

Therein:

Siemens�Healthineers

(in�millions�of�)

Fiscal�Year

1,628

3,924

9,090

14,460

2020

1,606

4,133

8,938

14,518

2019

%-Change

1�%

-5%

2�%

0%

Act.

1�%

-4%

2�%

0%

Comp.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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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医疗诊断业务2020财年营收39.24亿欧元，同⽐-5%，占总营收27%，相⽐上年下滑1个

百分点，主要是由于：

·在产品管线，某些诊断试剂（尤其是常规检测）需求减少；

·⽽来⾃COVID-19相关产品的收⼊只能很⼩程度的补偿；

·三个报告地区收⼊均有所下降。

*EMEA包括欧洲、独⽴国家联合体、⾮洲、中东。

诊断业务营收

区域营收

巨头们在新冠检测⽅⾯的表现可圈可点：抓

住机会的雅培，在快速迭代的产品之下迅速

拉近与第⼀罗⽒之间的差距；丹纳赫旗下赛

沛扛起分⼦诊断⼤旗，逆势崛起；西⻔⼦医

疗新产品线却明显动⼒不⾜，未能抵消疫情

之下的负⾯影响...

在国内⽅⾯，由于新冠试剂⽅⾯清⼀⾊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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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以上数据来⾃各公司的季报和年报等资料。

新冠表现总结 西⻔⼦医疗可提供的COVID-19检测产品似乎在数量上不占优势，成熟IVD产品仅包括FTD�

SARS-CoV-2检测试剂盒，该产品系西⻔⼦医疗2017年收购的Fast�Track�Diagnostics公司研

发。此外，西⻔⼦医疗正在扩展检测能⼒，陆续投⼊开发SARS-CoV-2�IgM和IgG抗体检测试

剂。

2020财年标志着西⻔⼦医疗“2025战略”第⼆阶段，即“升级”阶段的开始，其在诊断业务重

点是把握实验室诊断⾃动化趋势，将该部⻔业务提升⾄增⻓⽔平。

西⻔⼦医疗区域营收数据

产玩家，完美搭建了⼀个国产企业展⽰的舞

台。

其中最为亮眼的选⼿为：圣湘⽣物、之江⽣

物、东⽅⽣物，三者稳坐2020业绩预增的头

三把交椅。

⻛⼝只是⼀时，实⼒才是⼀世。

国内企业想向国际巨头看⻬，还是做好基本功，抓住市场机遇的同时，保持初⼼，尽早将短期

红利转化为⻓期主义的护城河。

未来2-3年，新冠相关检测试剂依旧是IVD⾏业的主要业务之⼀，窗⼝尚未完全关闭，机会仍

在，竞争仍在！

Therein:�China

Siemens�Healthineers

Asia.Australia

United�States

Americas

Therein:�Germany

Fiscal�Year

14,460

1,893

4.022

5,691

874

14,518

1,838

4.098

5,803

873

%-Change

0�%

3%

-2�%

-2%

0%

0�%

4%

-1%

-3%

0%

0�%4,9164,909
Therein:

-3%

Europe,�Common-
wealth�of�Independent
States,�Africa,Middle
East�(EMEA) 4,747 4,617 3% 4%

(in�millions�of�) 2020 2019 Act. Act.Comp.¹

Revenue�by�region�(location�of�custo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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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EA市场营收同⽐+3%，主要是受影像和临床治疗业务的强劲增⻓所驱动；

美洲（包括美国）市场营收同⽐-2%，所有细分业务均略有下降；

亚洲和澳⼤利亚市场营收同⽐-2%，其中，中国仍保持增⻓（+3%）。

这三家企业均在早期就已进⼊新冠检测市场，2020年其净利润涨幅都在17倍以上，其中，圣湘

⽣物涨幅更是⾼达60倍以上。

2021年，核酸产业链公司的繁荣也将持续。值得注意的是，海外或成为新的掘⾦市场。

以东⽅⽣物为例，公司公告显⽰，疫情暴发后，公司新冠病毒检测试剂快速获得多项欧盟CE认

证，迅速打开了海外市场，是促使2020年度整体经营业绩⼤幅度增⻓的关键要素。同样的，

2020年，华⼤基因海外业务收⼊占⽐⾸次超过60%，为疫情防控量⾝定做的“⽕眼”实验室⼀

体化综合解决⽅案服务，累计分布近30个国家及地区，在海外运营超过8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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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IVD⾏业正在发⽣的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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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极⼤的改变了IVD⾏业的格局，分⼦

诊断⾏业发⽣了⼤洗牌，以分⼦诊断为主营

的企业从原来的5⼤家（达安基因、凯普⽣

物、艾德⽣物、华⼤基因、科华⽣物）增加

为现在的8⼤家（达安基因、凯普⽣物、艾德

⽣物、华⼤基因、科华⽣物、之江⽣物、硕

世⽣物、圣湘⽣物），⽽原来没有分⼦诊断

业务或者占⽐较少的企业也开始陆续发⼒。

如果我们把分⼦诊断划分为病原体检测、肿

瘤癌症基因、化学⽤药指导、⽣殖遗传四⼤

领域来看，最⽕的⽆疑是病原体检测细分领

域。

01��分⼦POCT依旧是⾏业热点，趋于多病原，多通道

2020年⽆疑是⽕了分⼦POCT，新检测场景的

兴起，让业内⼈⼠和资本纷纷看到了在国内

传统检验不断降费的重压之下的另⼀个检验

蓝海市场，更贴近临床的⼀个检验市场。

要让分⼦诊断从传统的PCR实验室⾥⾯⾛出

来，看似很⼩的⼀步，却是很多年都没有被

攻克的难题—分⼦诊断全⾃动化。⽬前国内做

的⽐较好的有优思达的新型冠状病毒（2019-

nCoV）即时分⼦诊断系统，在2020年装了不

少机器；近期国家药监局⼜批准了⼀款百康

芯的Onestart-1000全集成微流控芯⽚核酸检

测系统。

⽽2020年，资本也为分⼦POCT⾏业注⼊了

很多的活⼒，2021年2⽉19⽇，优思达宣布

完成新⼀轮数亿元融资，由东⽅富海领投，

⾠德资本、兼固资本、聚携资本跟投，百榕

资本担任独家财务顾问。2020年12⽉23⽇，

卡尤迪宣布正式完成D轮融资，交易规模近

6亿元。本轮融资由⾼瓴创投领投，⾦阖资本

战略投资，惠远资本和峰瑞资本跟投。

新冠病毒⽆疑是分⼦POCT应⽤最为成功的案

例，但这样的案例到底能不能具备可持续性

呢？分⼦POCT⼀体机的市场到底有多⼤?我

想这是所有⼈都想知道的答案。

与分⼦POCT⽅便、简洁的优点形成鲜明对⽐

的是其通量低、成本⾼的缺点，近期圈⼦⾥

热议的多病原检测会不会是分⼦POCT的主战

场呢？犹未可知，但我们却能清楚的看到在

传统病原体单检产品低价⾯前，除了新冠！

分⼦POCT⼀败千⾥！

我想很多⼈会反驳说分⼦POCT检测⽐传统的

⽅法要简单，更加智能，⼈⼯成本更低，未

来⼀定是⼀体机的天下；我不否认，但那种

产品⼀定是多通道，并在⼈员成本、试剂成

本、收费价格之间找到了⼀种平衡，⽽这种

平衡，让分⼦POCT能被⼴泛接受。

2021年第⼀季度即将过去，⼈们所担⼼的新

冠疫情并没有因为春运⼤规模⼈⼝流动⽽抬

头；从全球防疫形势来看，随着新冠疫苗的

陆 续 接 种，⽇ 确 诊 ⼈ 数 开 始 ⼤ 幅 度 的 下

降，可以说新冠疫情的转折点或许真的来

了，这也就意味着新冠检测试剂或许不再是

⼀⻔好⽣意。

那2021年的IVD⾏业会发⽣哪些变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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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第三⽅检验所不再是孤岛，也不可能再成为检验霸主

此次第三⽅检验所在疫情防控当中起到了⾮

常重要的作⽤，很多⼈以为是第三⽅检验所

的春天来了，毕竟这种商业化、规模化的机

构，能够快速提供临床需要的检验服务。

看着很美好的商业模式，是不是真的如同业

外媒体报道的业绩⻓虹呢？我有⼀些不⼀样

的看法。从国家各项政策上来看，正在逐步

把第三⽅检验所整合进原有的医疗服务系

统，但是仅限于公⽴医院系统检测能⼒不⾜

时使⽤，⽽更多的精⼒是在形成原有医疗体

系检测内循环，⼤规模建设PCR实验室、推⼴

⽓膜、⽅舱实验室等⼀系列的举措⽆不是在

形成内循环。

之前河北某第三⽅谎报新冠核酸筛查结果的

事件，更是让⼈不得安⼼。但疫情也全⾯打

通了第三⽅检验所与医疗机构原来的屏障，

这种可能来⾃信任、⻛险、合规等因素的屏

障，在过去的很⻓时间⾥困扰着第三⽅检验

的从业者。⽽现在，临床和社会更能接受这

样⼀种新业态的存在。

第三⽅检验所到底能不能直接对受检者收

样？原来那是绝对不能的，但现在呢？不好

说！毕竟新冠开了先例，那未来会不会出现

仅以采样为主的场所或者检验所的采样哨点

等新的收样模式呢？通过⽹上下单，到特定

采样点完成采样或⾃采样。这⾥充满想象！

⾄此，第三⽅检验所不再是孤岛，与医疗机

构、社会联系更加密切，但也不可能像国外

⼀样成为检验霸主，毕竟检验⼤循环是主旋

律，⽽留给第三⽅检验所的项⽬并不⼀定是

好赚钱的项⽬。机会与挑战并存！
做分⼦的企业赚得盆满钵满，做⽣化的看不

下去了，我也要做！

做胶体⾦的也看不下去了，我也要做！

做投资的看不下去了，找好的分⼦标的�投！

院校做科研的看不下去了，技术这么落后，

看我的！

创业的说，做分⼦难不难，要不咱们也做！

未来，分⼦诊断⾏业在未来的3-5年的时间

⾥，将会是体外诊断领域最为热⻔的⾏业，

之前看到有⽂章写疫情把分⼦诊断⾄少推进

了5年，我觉得不能叫推进，叫催熟！推进是

⼀种⾃然演变，健康发展。但催熟，却代表

着快速成⻓的市场，与快速迭代的产品，好

的⼀⽅⾯就是，这种催熟会使⾏业更加充满

创新性，这个过程将会诞⽣⼀批优秀的企业

和产品，不好的⼀⾯就是，这种催熟放⼤了

市场，⽽市场的放⼤就会诞⽣更多的陪跑

者，甚⾄是牺牲者！

不知道⼤家有没有发现⼀个问题，这次新冠

疫情虽然改变了分⼦诊断领域的巨头格局，

分⼦⼀哥从达安基因落到了圣湘⽣物的头

上，但是不管是达安基因，还是圣湘⽣物、

之江⽣物、硕世⽣物，这些都是⽼牌的传染

病分⼦诊断企业。

还有谁记得，⼀开始新冠核酸检测推荐的三

家检测产品的名称，我想除了上海伯杰医疗

跑的稍微好点之外，其他的并没有想象中那

么好，即便是率先打出超低价的迈克⽣物，

并没有在业绩中表现的⾮常亮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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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回过头再来看，我们就会发现，⻛⼝⾯

前，虽然⼤家机会都相等，但是竞争⼀定是

来⾃产品、技术、市场、品牌、渠道、团队

等多⽅⾯的综合体现。

04��中⼩企业层层兴起，却很难翻⾝！

“您做核酸了没”，“托您的福，阴着

呢”。当核酸检测的概念深⼊⼈⼼的时

候，我们就不能再⽤以前的视⻆去看待这

个市场，⺠众意识的提⾼，意味着这个⾏

业将会被扩容。

需求有了！那产品呢？分⼦项⽬拿⼀个注

册证不容易，需要好⼏年的时间，未来2-

3年内，国内的检验市场还是会继续玩这

些已有的产品，⽽迭代升级则在这个过程

慢慢实现，我把这个过程称为核酸检测需

求增加与技术落后之间的⽭盾。

⾸先基层医疗机构的PCR实验室建起来之

后，真正投⼊使⽤并没有预想中那么多，

这⾥⾯有两层考量，第⼀层考量⾃⼰做，没

有⼈，试剂⼤多是需要多步⼿⼯操作，需要

专业、有经验的核酸检测员；第⼆层考量是

⻛险问题，与第三⽅签订合同之后，⻛险可

以转嫁，省事⼜安全，新冠项⽬也不能把它

当做⼀个赚钱项⽬来操作，所以这⾥有⽭盾—

有检测需求，操作⿇烦，有结果控制的⻛险

考量。

其次是过去的防疫检测经验告诉我们，只使

⽤⼀家企业的新冠检测试剂并不能使⼈放

⼼，所以还得常备另⼀种复核试剂，有些机

构甚⾄常备好⼏种品牌的检测试剂，漏检和

假阳的⻛险依旧很⾼，这还是新冠产品，⼀

个不断优化改进的产品都是这样，那其他产

品的⽔平更是扑朔迷离。

最后就是集采与产品质量之间的⽭盾了，

⼀⽅代表需求，另⼀⽅代表产品质量，⼀

⽅压价，⼀⽅降低成本，更换原料。

过去⼀年整个检验市场铺下去了很多的核

酸提取仪、PCR仪器，这些都能够被市场

消化，但不⼀定能被使⽤者消化，未来市

场依旧需求好的产品！⽽这也将是注⽔之

后分⼦诊断⾏业完成⼆次蜕变的核⼼！

03核酸检测需求增加与技术落后的⽭盾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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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沃⽂特⽣物隆重发布智慧⽣态实验室解决⽅案。沃⽂特⽣物总

经办、⼭东⼤学第⼆医院院⻓、中华医学会检验分会候任主委王传新

教授、四川⼤学华西医院实验医学科主任应斌武教授、成都中医药⼤

学硕⼠研究⽣导师、四川省卫健委学科带头⼈张朝明教授、体外诊断

⽹创始⼈李光宇先⽣等⾏业专家和媒体嘉宾共同出席了本次发布

会。同时，新品发布会也在沃⽂特官⽅视频号进⾏了线上同步直播。

重磅新品全球⾸发：
更智慧�更⽣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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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8⽇-30⽇，第�⼗�⼋�届�中�国�国�际�检�验�医�学�暨�输�⾎�仪�器�试�剂�博�

览�会（2021CACLP）在⼭城重庆国际博览中⼼盛⼤举⾏，1188家体

外诊断相关企业热情参与了此次⾏业盛会。“智造、速度、创新”是

此次盛会的主题词，⽽沃⽂特⽣物也带来了⾃主研发和⽣产的重磅新

品。

“11年的创新和研发之路，实现从0到1的突

破。112+项专利，沃⽂特⽣物坚持研发和创

新，让每⼀位患者享受科技进步带来的红

利。”

张其胜�先⽣
沃⽂特⽣物总经理�

“检验⾏业的中国制造正在蓬勃发展，沃⽂

特的便检仪器已经⾛出国⻔并收获好评，⾮

常期待今天的新品，也愿沃⽂特开创⼀番新

天地，共同为构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

量。”

王传新�教授
中华医学会检验分会候任主委

“华西⼀直致⼒于以⼈才和学术的⼒量帮助

基层医院提⾼检验质量，沃⽂特在粪便检测

领域耕耘⼗年，为改善检验科的基础检验作

出贡献，这和华西的理念是相通的。”

应斌武�教授
四川⼤学华西医院
实验医学科主任

“作为四川本⼟企业，我亲眼⻅证了沃⽂特

的成⻓，从便检到⽣化试剂，再到化学发

光、流⽔线，⼀步⼀个脚印。愿沃⽂特继续

做出更多检验⼈喜欢的产品，为医学检验事

业贡献⼒量。”

张朝明�教授
成都中医药⼤学硕⼠研究⽣导师
四川省卫健委学科带头⼈

“流⽔线的普及，让检验科⽼师有更多的精⼒

可以去提⾼检验质量，更好地服务临床，现

代检验科正往智慧⽣态的⽅向发展。沃⽂特

在便检领域⼀直精耕细作，⼩有成就，很期

待沃⽂特这套⾃主研发和⽣产的新品，愿我

们的国产企业能够⻜得更⾼，⾛得更远。”

李光宇�先⽣
体外诊断⽹创始⼈
沈阳惠⺠⽣物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
发

布
会

嘉
宾

致
辞

︼

2021CACLP
⻛云际会，卓尔不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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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沃⽂特⽣物充满未来感的“星空厅”下，

特邀嘉宾们共同为新品揭幕，与参展同仁和

屏幕前的观众⼀起⻅证沃⽂特⽣物重磅新品

发布的历史时刻。

市场管理总监彭韡⼥⼠带领嘉宾现场互动体

验重磅新品，并详细讲解智慧⽣态实验室全

流程。沃⽂特⽣物⾃主研发和⽣产的这套智

慧⽣态实验室解决⽅案，由⻛驰样本采集传

输系统和凌云全⾃动⽣化免疫流⽔线构成，

整套系统覆盖从采⾎、标本分拣、标本检

测、结果报告全流程。流⽔线全程封闭运

⾏、动态监测，⽆需⼈⼯⼲预，⾼度智慧

化。

本次展会，沃⽂特⽣物不仅携亮眼新品⽽来，也带来了FA280⾃动粪

便处理分析系统、LA2000全⾃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以及项⽬丰富的

试剂产品。为期三天的展会，沃⽂特⽣物展台⼀直⼈潮涌动。⼀套

“看得⻅、摸得着”的智慧⽣态实验室解决⽅案，吸引了众多参展同

仁的眼球。“每⼀次改变，让诊断更精准”的产品理念，于沃⽂特⽣

物⽽⾔，绝不仅仅是说说⽽已。

今年的CACLP，迈瑞医疗、迈克⽣物、安图⽣物、新产业、亚辉⻰等

企业争相发布了新品。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唯有不断创新，才是强有

⼒的发展之举。沃⽂特⽣物将继续坚持研发和创新，努⼒打造“中国

智造”⺠族品牌，为构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源源不断的“沃⼒

量”。

AI赋能·“沃”旗舰产品

�� 三种进样⽅式集中在⼀个模块中，使得标本上线更加灵

活快捷。

�� ⽣化免疫流⽔线引⼊轨道专利算法，优化标本运⾏路

径，使轨道上标本可以动态避障，提升轨道的整体效率。

�� 凌云系列流⽔线使⽤⽇⽴LABOSPECT008AS�全⾃动⽣

化分析仪，并且建⽴单独的试剂体系配套008系统，搭载拥有

⾃主知识产权的全⾃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LA2000，多项专

利技术使得免疫检测更精准，更⾼效，更强⼤。

彭韡�⼥⼠
市场管理总监

More intelligent and 
more ecological

以“创新引领发展，科技守护健康”为企业使命的沃⽂特

⽣物，⾮常重视实验室环境的⽣态安全，凌云系列流⽔线

引⼊独创的⽓溶胶防护等多项装置，有效减少⽓溶胶污

染，保障实验室的⽣物安全，为医务⼯作者的⽣命安全保

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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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志武�先⽣
市场管理中⼼便检产品线经理
粪检解决⽅案分享



⾏业简讯
整理：成凤

来源：安图⽣物

随着医学检验事业的快速发展，医学实验室对⾃动化、物联化、信息

化、智能化的要求越来越⾼。3⽉28⽇，在2021CACLP重庆展会上，安

图⽣物依托产品与服务优势，举⾏了以“拓路前⾏，智领未来”为主题

的战略产品发布会，推出了“安图⽣物AutoiLab智能化实验室整体解

决⽅案”。

“拓路前⾏，智领未来”�安图⽣物发布新品

来源：MedTrend医趋势

3⽉22⽇，罗⽒诊断中国罗⽒诊断与威⾼⽣基医疗产业集团宣布达成战

略合作伙伴关系，双⽅将在体外诊断的多个领域开展合作，携⼿打造

更完善、更⾼品质的创新型诊断解决⽅案，提升优质医疗服务的可及

性，继⽽推动中国医疗⾏业整体⽔平与国际接轨，惠及更多患者。

罗⽒诊断牵⼿威⾼⽣基，
聚焦体外诊断全产品线强强联合

来源：领事直通⻋

3⽉7⽇，王毅国务委员在“两会”外⻓记者会上宣布推出中国版“国

际旅⾏健康证明”，对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及跨境⼈员往来便利化提出

了切实可⾏的“中国⽅案”。

中国版“国际旅⾏健康证明”是⼀种综合性证明，展⽰持有⼈的核

酸、⾎清IgG抗体检测结果及疫苗接种情况等。健康证明内含加密⼆维

码，以供各国相关部⻔验真并读取个⼈相关信息。除电⼦化展⽰外，

还可以打印⽣成纸质版。

随着国内疫情趋向稳定，中国版“国际旅⾏健康证明”的推⾏，仅需

此证，即可展⽰持有⼈的核酸、⾎清IgG抗体检测结果及疫苗接种情况

等，不仅可以给跨境⼈员带来便利，同时也可加速推动世界经济复

苏。

中国版“国际旅⾏健康证明”正式上线！
核酸，抗体检测为必检项！

�来源：医学界智库（HealthcareReport�）、独⽴医学实验室资讯

国家卫健委统计中⼼公布了2020年1-11⽉⼆级以上公⽴医院最新病⼈

费⽤情况、全国医疗服务情况、医疗卫⽣机构数等。

数据显⽰，截⾄2020年11⽉，公⽴医院消失6家，⺠营医院新增

1146家，但后者诊疗⼈次不⾜前者1/5。截⾄2020年11⽉底，全国医

疗卫⽣机构数达103.1万个，与2019年11⽉底⽐较，全国医疗卫⽣机构

增加17471个，其中，医院增加1140个，基层医疗卫⽣机构增加

17965个，专业公共卫⽣机构减少1718个。

国家卫健委权威发布：
2020年公⽴医院诊疗⼈次数下滑13%！

Industry 
Brief

来源：医健趋势

癌 症 现 已 成 为 中 国 ⾼ 发 疾 病 之 ⼀ 。 正 如 《 健 康 中 国 ⾏ 动

（2019~2030年）》所强调的，癌症患者承受着沉重的疾病负担，存

在着巨⼤的未满⾜需求。在中国，每10分钟就有55⼈死于癌症；全球

约有50%的胃癌、肝癌和⻝道癌病例来⾃中国。另外，诊断时间过晚

也加重了患者的疾病负担。在中国，约有55%的肝癌患者在确诊时已

处于III期或IV期，这⼀数字在美国和⽇本分别为15%和5%。中国还有

着独特的流⾏病学特征和患者类型。⽐如，中国肺腺癌患者的EGFR突

变率为61%，⽽美国仅为11%。

中国癌症年报出来了，
癌症现已成为中国⾼发疾病！

美的集团进军医械，近23亿元⼊主万东医疗

来源：MedTrend医趋势

2⽉2⽇晚，万东医疗发布公告称，美的集团将收购其公司股本的

29.09%，美的创始⼈何享健将成为万东新任实际控制⼈。按照每股

14.6元的转让价格计算，本次交易涉及⾦额将达22.97亿元，成为近年

国内医疗企业⾦额最⾼的并购案之⼀。

在某个特定时期，万东承载了国产医疗设备的梦想，是国产医疗设备

奋进的缩影。如今，万东医疗跨界引⼊7000亿市值的“⾦主”，旧貌

换新颜，未来值得期待！

来源：迈瑞医疗

3⽉28⽇，在2021CACLP重庆展会上，迈瑞医疗通过深度洞察临床实

验室需求，依托⾃⾝专业化、平台化、国际化的优势，重磅推出全新

的迈瑞智检实验室。其整合产品、服务、信息等资源，融合物联⽹、⼤

数据、⼈⼯智能等现代科技⼿段，为实验室管理提供全新体验。

“懂你所需，智检驭繁”
�迈瑞智检实验室正式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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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沃文特生物

第⼆届“沃⽂特杯·发现粪便镜下之美”
主题摄影⼤赛�作品赏析

第⼆届“沃⽂特杯·发现粪便镜下之美”主题摄影⼤赛完美收官，本次

活动共收到来⾃全国14个省（市、⾃治区）的各级医院发过来的作品

100多张，其中不乏⼤咖佳作。涉及各类粪便形态学20多种，基本覆

盖了我们⽇常检验⼯作中能⻅到的所有形态。尤其是本次⼤赛中诸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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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及单位：段爱军�河南信合医院

作者描述：⾍体前细后粗，形似⻢鞭，细⻓

如线的前端，约占体⻓3/5，⾍体后端明显粗

⼤呈管状，尾端向腹⾯呈环状卷曲，有交合

刺1根。

专家点评：构图完美，咽管、杆状体、交

合刺等结构清晰，难得一见！

【获奖作品⼤赏】

东⽅⽑圆线⾍卵、寄⽣⾍成⾍等作品极具学习探讨价值，肠道原⾍的

作品也明显增多。

经过⽹络投票和专家评审，本次⼤赛共选出6幅获奖作品。

作者及单位：罗嫚�西双版纳傣族⾃治州⼈⺠

医院

作者描述：微⼩膜壳绦⾍卵400x，⾍卵椭圆

形，卵壳薄，胚膜厚，胚膜两极凸起处各发

出4〜8根极丝，弯曲地延伸在卵壳和胚膜之

间，内含有⼀个六钩蚴。图⽚中极丝和六钩

蚴⼩钩清晰可⻅。

专家点评：该种虫卵越来越少见，构造如

此清晰完整更是难得。

⼆等奖�

52号��微⼩膜壳绦⾍卵�

作者及单位：周⽟利���浙江⼤学医学院附属杭

州市第⼀⼈⺠医院

作者描述：脱膜壳的蛔蚴，湿⽚，400倍。受

精蛔⾍卵在外界适宜温度和湿度下，卵细胞

发育，约在�2�周内发育成含幼⾍的⾍卵，卵

内幼⾍经⼀次蜕⽪后，即具有感染性，成为

感染性⾍卵继续发育，直⾄幼⾍脱壳⽽出。

专家点评：见过受精和未受精蛔虫卵，没

见过蛔蚴，还是正在脱壳的！长见识了。

⼆等奖

14号�脱膜壳的蛔蚴��

⼀等奖

27号��“卧⻁藏⻰”

——雄性鞭⾍成⾍（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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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主办⽅寄语

� 诚挚感谢每⼀位参赛作者的参与热情和付出，其中河南信合医院的段爱军主任、西双版纳

傣族⾃治州⼈⺠医院的罗嫚⽼师、陆军第⼋⼗三集团军医院检验科的张博⽼师、重庆医科⼤学

附属⼉童医院的⾕光洁⽼师、河南宏⼒医院的李帅⽼师等均提供了多幅作品让⼤家共享；贵州

兴仁市⼈⺠医院杨⾦⽣⽼师的东⽅⽑圆线⾍卵提醒我们钩⾍卵、东⽅⽑圆线⾍卵、粪类圆线⾍

⾍卵这3个⾍卵形态极为相似的寄⽣⾍从病原学⻆度还应通过病史询问、⾍体查验等⽅式进⾏确

认。

� 每次⽐赛，每个⼈⼼中都有各⾃的⼼仪所属，不必在意您是否获奖。通过活动，我们收获

了哪些知识点，我们分享了各⾃的⼯作⼼得，正如本次⼤赛评委刘⼠⼴⽼师所⾔：“（本次⽐

赛）好图太多太难选了！”。我们也欣喜地看到本届参赛作品的清晰度、美观性、学术性等都

有明显提升。同时我们也收到了很多⽼师的建议，我们将会在今后的赛事筹备中更认真仔细地

明确各类细则，把赛事组织得更完美。

期待下⼀届“沃⽂特杯”摄影⼤赛！

作者及单位：汪继武��重庆綦江⼼新医院

作者描述：粪便标本，⼀条活动性很强的粪类圆线⾍（⽣殖原基⼤⽽

明显），⼀会⼉像“1”字，⼀会⼉像“2”字，⼀会⼉像“6”

字……终于，举着发抖的⼿机快掉的时候，“8”字形也出现了，赶紧

扶稳抓拍。

专家点评：“粪圆”在日常工作中并不少见，但作者抓拍了较具美

感的瞬间，有心了！

三等奖

43号�“8”字粪类圆线⾍�

作者及单位：王家军�景洪市第⼀⼈⺠医院

作者描述：10X10倍镜下受精蛔⾍卵，呈现三国⿍⽴之势。上⽅⼀枚为

脱去蛋⽩膜的受精蛔⾍卵，其特点为：脱去蛋⽩膜之后的蛔⾍卵卵壳

常呈⽆⾊透明，内含⼀个⽆⾊或灰⾊细微颗粒状的卵细胞，易与钩⾍

卵相混淆，区别点在于脱蛋⽩膜受精蛔⾍卵（双层）较钩⾍卵卵壳

（单层）明显要厚。下⽅两枚为有蛋⽩膜的受精蛔⾍卵，其特点为：

其外包有⼀层厚⽽呈乳突状突起的蛋⽩膜，内含⼀个⽆⾊或灰⾊细微

颗粒状的卵细胞，⾍卵两端有⽉⽛状空隙，蛋⽩膜常被胆汁染成棕⻩

⾊，蛋⽩膜越厚，着⾊越深。由于⾍卵在粪便中停留的位置和时间不

⼀致，所以蛋⽩膜被胆红素染⾊的深浅也不⼀致，蛋⽩膜的完整程度

也不⼀样。

专家点评：不同颜色、不同状态同框，又一幅具有教学参考价值的

作品。

三等奖

39号�“三国⿍⽴”

——受精蛔⾍卵�

作者及单位：杨⾦⽣��贵州兴仁市⼈⺠医院

作者描述：外观：⽆⾊，透明；⼤⼩：80〜

100微⽶；�形状：卵圆形，不对称，⼀端圆

形，另⼀端稍尖窄；壳：光滑，极薄；内容

物：新鲜粪便中，可⻅到⾄少含有20个⼩圆

颗粒状的卵细胞团。极易与钩⾍卵混淆！

专家点评：晃眼一看，这不是钩虫卵吗？

实则不然。极具对比价值和学习价值。

三等奖

13号�东⽅⽑圆线⾍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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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高层访谈，编辑部邀请到沃文特生物市场

总监彭韡女士。曾任出任外企高管的她如何看

待外企和民企的不同呢？在她带领下的市场团

队接下来又有一些什么样的动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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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部：彭总监您好！知道您有外企⼯
作经历，能简单聊聊外企和⺠企有哪些
不⼀样的地⽅吗？相信这也是⼤家都特
别想了解的点。

彭韡总监：从我的经历来看，外企和⺠企较

⼤的区别有两点，⼀是从公司体系上，外企
的研发和⽣产及核⼼⾼层都不在中国，在中
国其实就是销售分公司，只负责销售和售后
服务，⽽⺠企是产品全链条，涉及的环节更
多。⼆是从公司制度上，外企公司制度⽐较
完善，有成熟的公司⽂化，每个⼈各司其
责，很多事情都是通过邮件往来解决，稳定
是很多⼈去外企的理由。⺠企的制度有些还
不成熟，在发展的道路上会发⽣变化，有不
确定性，但是也更有活⼒。

知名外企发展的时间都很⻓，经历过很多⻛
⾬，有积累和沉淀，现在的市场占有率也⽐
较⾼，《创新者的窘境》⼀书写道：“⼤公
司往往会依托过去成功的⽅法去开拓未来的
市场“，这些成功的⽅法都值得借鉴，⽆论
是产品理念还是企业管理。同时⺠企也会有⾃
⼰的创新，医疗器械的⺠企还正在起步阶
段，其他⾏业的⺠企已经有很多知名公司
了，⽐如华为和格⼒。

彭韡总监：⾸先，这对我来说其实是⼀个挑

战，从零到⼀，组建⼀个新的团队，涉及的

⼯作范畴也⽐之前更⼴。其次，说期待可能

不太合适，更应该是想要达成的⽬标。⽬

前，市场管理中⼼有两个部⻔，市场部和技

术服务部，分别从事售前和售后的⼯作。售

前帮助产品打开知名度，扩⼤影响⼒，为销

售提供⽀持，售后在装机之后解决⽤⼾在使

⽤时遇到的问题，提⾼⽤⼾的使⽤感受，为

产品赢得⼝碑。

当然，我也⾮常希望能建⽴⼀⽀充满活⼒的

创新团队。

编辑部：市场管理中⼼去年才成⽴，对于
这个团队，您内⼼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编辑部：那么为达成这个目标，您这边

有什么具体的计划吗？

沃文特生物  市场总监

高层访谈

彭韡

市场和市场部，
做做创新的游戏

活在当下，
不计得失，
以⽆为之⼼做有为之事。

编辑部：您觉得国内体外诊断市场未来
的发展⽅向，或者说趋势可能会是怎么
样的呢？

彭韡总监：这个话题好⼤，不过这也是体外

诊断⾏业从业者都会思考的问题。在我看
来，⼀⽅⾯检验科内会往集成化、智能化发
展，随着分级医疗的投⼊和实施，越来越多
的⼆级医院也会使⽤流⽔线来处理⽇益增多
的样本，提⾼⼯作效率和检验质量；另⼀⽅⾯
检验科外，POCT的运⽤会越来越多，海外市
场POCT占 IVD⾏业的30%，国内的占⽐是

彭韡总监：市场管理中⼼从成⽴到现在已经

与企划团队合作为销售们制作了⼀些销售⼯
具，做了⼀次销售专业培训，策划重庆
CACLP展 会 新 品 发 布 会 等 等，接 下 来 的
CMEF上海展会，我们也在紧锣密⿎的筹备当
中。

编辑部：听说彭总监是个影迷，在繁忙

的工作之余，可以谈谈你的爱好吗？

彭韡总监：看书、观影，我都很喜欢。最喜

欢的电影是《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充满想
象⼒和隐喻。⽽导演⾥最喜欢的是李安，中
国式的儒雅和美国式的创新在他⾝上完美的
结合在⼀起。最近在看刘擎教授的《中国有
多特殊》和彼得·卒姆托的《思考建筑》，有
时候没看懂，但总体感觉挺有趣。

编辑部：彭总监还说到了旅行…

彭韡总监：旅⾏的时候我很喜欢逛博物馆，

这⾥有世界上最聪明的⼈们的智慧结晶。旅
⾏、看书和看电影其实都是在感知在不同场
景⾥别⼈怎么⽣活，有时候感同⾝受，有时
候冷暖⾃知，通过这些⽅式，我的⼈⽣感觉
更丰富了。

编辑部：非常感谢彭总监的分享和安

利，也很期待市场团队的更多动作。

彭韡总监：谢谢！

13%，相⽐之下还有巨⼤的提升空间。这次
新冠疫情中，我们看到分⼦的POCT检测发挥
了巨⼤作⽤，尤其是作为POCT最⾼端技术代
表的微流控技术，未来在微⽣物、肿瘤筛查
诊断⽅⾯，⼀定会⼤放异彩。

同时体外诊断市场还会受到国家政策的影
响，各省陆续出台耗材集采政策，进⼝企业
和⺠营企业未来的市场分布让我们拭⽬以
待。

从⼴度上，我们会继续策划展会，发布会，
以科室会给临床科室宣讲项⽬临床意义，配
合销售做经销商培训，制作更多有效的销售
⼯具，给研发部⻔提供市场⽅向的建议，还
有从装机培训，仪器维护使⽤等多个维度帮
助仪器和试剂上量。从深度上，我们会组织
多中⼼评估，参与流⾏病学调查和⾏业规范
的书写，提升沃⽂特的⾏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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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沃⽂特⽣物的新品不断推出，“沃”的关注度也越来越⾼。特别是2021CACLP上，各⼤专家莅临展台参与重磅新品的揭幕，现场的⼈流量也

⾮常⼤，⼤家对这款⾃主研发和⽣产的智慧⽣态实验室都满怀期待。

今年的CACLP已经在⼭城圆满落幕，本次展会官⽅统计参展商1188家，创历史新⾼。新冠疫情催⽣了不少企业，也带来了IVD⾏业加速发展，数

量和规模空前。期待有“沃”的下⼀场⾏业盛会，也期待“沃”更多的亮眼产品，更好地服务⼈类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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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选⾃“欧阳⼩哥有话说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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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态实验室建设
——⾯向基层医院检验科的发展新需求

⽂�/�FrankL

2017年10⽉18⽇，习近平同志在⼗九⼤报告中提出“健康中国2030”发展战略，⼈⺠健康是⺠

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要完善国⺠健康政策，为⼈⺠群众提供全⽅位全周期健康服

务。

检验的需求来⾃于临床，⽽临床的需求⼜来⾃于⼴⼤患者，为患者提供更好，更准确的检测结

果和最佳的就诊体验，⼀直是各级医院检验科追求的⽬标。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技术被应⽤于

检验科⾃动化、智慧化和信息化的建设中。检验⾃动化、流程精益化、信息智慧化被越来越多

的应⽤于医学检验学科发展，将对卫⽣健康产业升级产⽣重⼤的影响。

流⽔线，

体外诊断皇冠上的璀璨明珠

实验室⾃动化系统，⼜可以称之为实验室⾃动化流⽔线，是指为实现临床实验室内某⼀个或⼏

个检测系统的功能整合，⽽将不同的分析仪器与分析前和分析后的相关设备通过硬件和信息⽹

络进⾏连接的相关设备整合体。主要部件包括样本前处理系统、轨道系统、样本分析系统、样

本存储系统和软件控制系统等。

⼀条⼤型的实验室⾃动化流⽔线（Total�

Laboratory�Automation�TLA）可以完成检

验科约70%的标本检测。流⽔线上搭配不同检

测仪器不仅可以实现检测速度快、效率⾼，⽽

且检测的过程中减少⼈为⼲预造成的差错和⼈

员感染⻛险，从⽽使检测结果更加准确，实验

室操作⼈员更加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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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群众⽣活⽔平⽇渐提⾼，⼈们对

⾃⾝健康更加关注，随着2020年，我国全⾯

建成分级诊疗制度，必将为基层检验科带来⻜

速的发展，⽽基层检验科⼀⽅⾯⾯临标本量翻

倍增加，但患者希望能够更快的拿到检测报

告，另⼀⽅⾯实验室空间受限、⼈员受限、资

⾦受限已经成为制约检验科发展的瓶颈。拥有

⼀套科学的、合理化的实验室⾃动化体系是未

来基层检验科发展的⽅向及⼤势所趋。

基层检验科普遍的现状及存

在的问题

医学检验⾏业⻜速发展的今天，基层检验科的

检验质量仍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使得⾼速发

展的医学检验⾏业与基层检验科⽬前的发展状

态存在不相协调的⽭盾状态。较多基层检验科

受经济条件限制，资⾦投⼊不⾜、实验室⽤房

紧张，造成检验科空间布局不⾜，办公区、标

本采集检验区和休息区不能规范区分，更是⽆

法区分清洁区、半污染区和污染区，⽣物安全

意识薄弱，⼈流、标本流和污物通道相互交

叉，仪器摆放不规范，未考虑⼈员动线合理流

动，停⽤机器占⽤⼤量空间，新购置的仪器⽆

处安放，实验室没有完整的温度、湿度监测和

记录。检验科⼈员⼀⼈多岗、⼀⼈多责，权属

划分不清晰，造成检验前、中、后的质量⽆⼈

审核。虽然建⽴了仪器使⽤、保养、校正、质

量控制等制度，但未能按规定进⾏有效的仪器

保养、校正和质量控制。还有部分基层检验科

没有实⾏标本签收制度，不注意标本来源的可

靠性及质量，采⾎前未能与患者进⾏充分的沟

通，未告知患者标本采集前的注意事项，从⽽

增加了检验结果的不准确性。同时基层检验科

每⽇⾯对的诸如标本录⼊、分类、离⼼、去

盖、分杯、异常情况处理、报告审核等处理过

程需要耗费较多的时间及⼈⼒，很难避免⼈⼯

的失误造成结果的混淆，并对整个实验室的运

转效率带来明显的影响。⽽医院为不断提⾼对

外服务质量，都需要承诺提供报告的时间，这

⼀切都对检验科的⼯作效率提出了更⾼的要

求，也对原有的⼈⼯检测报告体系及审核准确

性提出了更⼤的挑战。

流⽔线可以实现标本检验全流程⾃动化，包括

标本上机、离⼼、分类、去盖、检测、复查。

⽽在检验过程中耗时最多的过程便是标本的前

处理，根据相关⽂献数据显⽰，前处理占总检

验耗时的46%，占总成本的20%。后处理占总

耗时的17%，占总成本的10%。根据《急诊检

验能⼒建设与规范中国专家共识》的定义，总

周 转 时 间 （ total� turn-around� time，

ToTAT）是指从标本采集到实验室确认检测结

果，并将结果报告给临床医师的时间。周转时

间（turn-around�time，TAT）经历分析前，

分析中，分析后过程中的两个指定点之间所⽤

的时间。实验室⾃动化系统通过“整合”来提

升检验效率，减少样本在各个仪器之间流转、

重复的过程，从⽽释放⼈⼒。相关⽂献也显

⽰，由于检验科配置了TLA全⾃动流⽔线，实

现了检验全流程的⾃动化，由于⼈⼯操作引起

的差错和浪费被降到了最低，同时封闭运⾏的

流⽔线也最⼤程度上避免了实验室⼈员与⽓溶

胶的接触，降低了⼈员被感染的⻛险，保证了

实验室的环境安全。

基层检验科现有流程具备以下⼏个特点：

1) 抽⾎的科室繁多，需要从各个科室送到检验科

2) 标本抵达实验室的时间⽐较分散，标本峰值现象不明显�

3)� 样本量不⼤�但是种类繁多

4)� 每天⼯作流程超过17个步骤

5)� 样本的分类和录⼊等前处理过程需要花费较多的时间及⼈⼒

6)� 检测平台相对⽐较分散，需要配备不同的⼈员

7)� 操作⼈员多⽽繁杂，不便于集中资源

8)� 劳动强度⼤，加班完成⼯作，科室⼈员知识架构不能有效得以提升

9)� 流程环节多，增加误差概率

10)� 整体效率有待改善

各个专业组样本流

可能有⽣物危害 容易出错 ⼈⼒资源

预分类 检验科签收 各专业组签收 录⼊ 编号 赔平/离⼼

去盖/检查
⾎清质量

按序转移
样本架 ⼿⼯分杯

分析仪1

分析仪2

分析仪3

⼈⼯
审核结果

⼿⼯
查找/复查

按序归档
冰箱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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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级诊疗加⼤基层医院检验科压⼒，

流⽔线助⼒缓解基层检验科困境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的指导意⻅》，我国

将在2020年全⾯建⽴起分级诊疗制度。《意⻅》也指出，要全⾯提升

基层公⽴医院综合能⼒，到2017年，基本实现⼤病不出区，区域内就

诊率达到90%左右，要以强基层为重点，保障机制逐步健全，基层⾸

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模式基本形成。⽽根

据国家卫⽣健康委员会的统计，基层医院医师⽇均承担诊疗⼈次已反

1)� 需要新的仪器设备来满⾜⽇益增⻓的⼯作量

2)� 基层检验科环境受限制，实验室空间不⾜，三区划分不合理

3)� 需要不断增加相应的配套⼈员

4)� ⼴泛的检测菜单，需要⼯作⼈员在不同仪器间转运标本完成检测

5)� 质量控制要求⽇益提⾼，增加⼯作成本以及管理成本

6)� 样本的分拣、签收和录⼊⼯单需要⼤量的时间及⼈⼒

7)� 科室信息化建设起步晚

8)� 成本的浪费以及科室精益化管理带来的要求

沃⽂特⽣物智慧⽣态实验室解决⽅案，助⼒基层检验科发展

今年3⽉在重庆举办的第⼗⼋届中国国际检验医学暨输⾎仪器试剂博览

会（CACLP）上，沃⽂特⽣物重磅推出了其全新打造的智慧⽣态实验

室解决⽅案。该⽅案包含⻛驰系列样本采集传输系统和凌云系列⽣化

免疫流⽔线，能够覆盖从采⾎、分拣、传输、签收、离⼼、去盖、检

超三级医院，未来基层医院⼈员短缺和标本数量持续增⻓的趋势还将不

断加剧。

作为快速发展中的基层医院，其检验科检测标本数量平均每年以15%〜

20%的速度增⻓，实验室每天都在⾯对不断增加的挑战：

实验室⾃动化可以有效帮助基层检验科发展中遇到的诸多困境，但是

基层检验科样本量不如三级综合医院那么多，需求尚不⾜以⽀撑⼤型

流⽔线项⽬，且进⼝流⽔线购置成本⾼，投产周期⻓，给基层检验科

带来不⼩的压⼒，这就给性价⽐更⾼的国产流⽔线带来新的发展机

遇。

测、分类、储存和丢弃全部检验流程，使标本检测从优化前的17个步

骤减少为3个，约90%的操作可以实现⾃动化。其独创性地在全封闭运

⾏的流⽔线中引⼊⽓溶胶防护装置，减少实验室⼯作⼈员与⽓溶胶的

接触，保护⼯作⼈员的健康，使检验科⼯作环境更⽣态、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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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每⼀次改变，让诊断更精准”产品理念出

发，沃⽂特⽣物期待⽤更专业、更出⾊的解决

⽅案满⾜基层检验科在不同发展阶段的需求，

解决各个发展阶段的痛点。该解决⽅案通过

“硬件+软件+IT功能”和“智慧+⽣态+精益管

理”的理念对基层检验科进⾏智慧化建设，进

⼀步提升基层检验科的智慧化程度，打造⼀个

⽣态型的医学实验室，不断提升实验室操作⼈

员和患者的满意度，让他们实实在在地享受到

科技进步带来的红利。

沃⽂特⽣物是国内⾸家全部采⽤⾃主研

发、⾃主设计、⾃主⽣产实验室⾃动化流

⽔线的体外诊断企业。其智慧⽣态实验室

解决⽅案实现了从病⼈采⾎、运输、分

拣、检测到报告审核及标本⾃动存储全流

程⾃动化，以更快的速度、更精准的检测

和更好的服务响应实验室操作⼈员和患者

的检测需求。

分析前：

1、� 智慧采⾎，⾃动备管

2、� ⽓动传输，减少转运

3、� ⾃动分拣签收，避免浪费

4、� 传输计数，传输标本监控

5、� 全流程智慧化解决，⽆⼈⼲预

智慧⽣态实验室全流程管理，提升效率，保证质量

分析中：

1、� 三种进样⽅式，样本上机更灵活

2、� 样本全程监控，结果⾃动审核

3、� 专利算法，提升轨道运⾏效率

4、� 智慧调度，在线闭盖缓存

5、� ⽓溶胶防护，实验室⽣态安全

6、� 质量管理，及时预警

7、� 仪器、试剂、耗材管理

8、� ⼤屏幕监控⼯作量

分析后：

1、� 在线⾃动质控

2、� 检测结果管理

3、� 结果⾃动审核

4、� 流⽔线运维报告

展望未来，沃⽂特⽣物的愿景将不仅仅⽌步于智慧⽣态实验室，后疫

情时代给检验⾏业发展带来全新的机遇与挑战。沃⽂特⽣物将继续携

⼿基层医院检验科，以先进的⾃动化流⽔线作为基础，时刻关注检验

科环境⽣态安全，以精益化管理的理念和⾼效的IT功能实施⽅案为依

托，努⼒打造⼀个更智慧、更精准，更安全的⾼效实验室。

医嘱申请
标本采集 ⽓动传输 ⾃动分拣

线下标本

标本⾃动存储

标本⾃动分析
⾃动复查
⾃动稀释

结果⾃动审核

⾃动丢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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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安全防护



 S
O

M
E
 W

O
R

D
S

PAGE       067

首席客户服务官

欧阳小哥
2021年3⽉·重庆

参 展 产 品 ： 智 慧 ⽣ 态 实 验 室 解 决 ⽅

案、LA2000全⾃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

FA280/FA180⾃动粪便处理分析系统、便检试

剂、⽣化试剂、发光试剂

2020年8⽉·南昌

参展产品：LA2000全⾃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

仪、FA280/FA180⾃动粪便处理分析系统、便

检试剂、⽣化试剂、发光试剂

2020�CACLP�第⼗七届

中国国际检验医学暨输⾎仪器试剂博览会

2020�CACLP�沃⽂特展位

2021�CACLP�沃⽂特展位

欧阳⼩哥：CACLP是体外诊断⾏业的旗帜性博

览会，也是体外诊断⾏业发展的⻛向标。它以

信息量⼤、⼈⽓⾼、专业性强、规模⼤为特

征，对体外诊断产品的宣传、销售、转化、提

升、合作等⽅⾯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每年

CACLP都吸引了近⼗万⼈次的国内外相关领域

的专家、学者、企业家、⽣产企业、经销企

业、投⾏、检验医学⼯作者、实验医学⼯作

者、⼤专院校专家学者等领域⼈⼠参会交流。

 欧
阳

小
哥

 有话说
2021�CACLP�第⼗⼋届

中国国际检验医学暨输⾎仪器试剂博览会

S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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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南昌

参展产品：FA160⾃动粪便处理分析系统及配

套试剂和耗材、⽣化试剂

2019�CACLP 第⼗六届

中国国际检验医学暨输⾎仪器试剂博览会

2019�CACLP�沃⽂特展位

产品服务�
PRODUCT 
SERVICE 更专业、更时尚、更年轻的⽣活读本

ORIENTER  BIOTECH

MAGAZ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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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岛

参展产品：FA160⾃动粪便处理分析系统及其

配套试剂、⽣化试剂

2016年3⽉·西安

参展产品：FA160⾃动粪便处理分析系统及其

配套试剂、⽣化试剂

2016�CACLP�第⼗三届

中国国际检验医学暨输⾎仪器试剂博览会

2018�CACLP�沃⽂特展位

2018年3⽉·重庆

参展产品：FA160⾃动粪便处理分析系统及配

套试剂和耗材、⽣化试剂

2018�CACLP�第⼗五届

中国国际检验医学暨输⾎仪器试剂博览会

2017�CACLP�第⼗四届

中国国际检验医学暨输⾎仪器试剂博览会

2016�CACLP�沃⽂特展位

2017�CACLP�沃⽂特展位

沃⽂特⽣物作为体外诊断⾏业的⼀员，近⼏年

的CACLP也是从未缺席。通过盘点近些年⼩

“沃”的展台及产品，我也是感慨颇深：

欧阳⼩哥
有话说：

1）参展产品越来越丰富

从2016年的FA160⾃动粪便处理分析系统到今

年的⼀整套智慧⽣态实验室解决⽅案、发光及

⽣化等领域的丰富产品，以及拳头产品⾃动粪

便处理分析系统，“沃”的产品线越来越丰富

了；

2）沃⽂特的展台越做越⼤，设计越来越新颖

从蓝⾊主题调到橙⾊主题调，细⼼的朋友可以

发现，2018年后，“沃”的主题⾊变成了橙

⾊，展现“沃”充满活⼒和积极向上的⾯貌；

3）专家及观众的关注度越来越⾼

随着沃⽂特⽣物的新品不断推出，“沃”的关

注度也越来越⾼。特别是2021CACLP上，各

⼤专家莅临展台参与重磅新品的揭幕，现场的

⼈流量也⾮常⼤，⼤家对这款⾃主研发和⽣产

的智慧⽣态实验室都满怀期待。

今年的CACLP已经在⼭城圆满落幕，本次展会

官⽅统计参展商1188家，创历史新⾼。新冠

疫情催⽣了不少企业，也带来了IVD⾏业加速

发展，数量和规模空前。期待有“沃”的下⼀

场⾏业盛会，也期待“沃”更多的亮眼产品，

更好地服务⼈类健康。

产品服务�
PRODUCT 
SERVICE 更专业、更时尚、更年轻的⽣活读本

ORIENTER  BIOTECH

MAGAZ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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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爱等待”

爱，是什么？爱，是你快乐我便快乐；爱，是你的幸福就是我最⼤的⼼愿；爱，是只要你

⼀切都好，我忍受所有的不好都⽢之如饴，这就是爷爷奶奶对我的爱，像阳光⼀样温暖、

⻓久、⽆私，且⽆微不⾄。

爱成都，爱工作，爱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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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探秘”之旅

经过数次的酝酿和规划，期待中的旅⾏就在这

个夏天不期⽽⾄。按照规划和分⼯，我们提前

便做好旅⾏攻略和奔赴⾼原前的准备，应对⾼

反的药品也是必不可少的。⼀切准备就绪，静

待家中“神兽”补课结束放⻜⾃我的时刻。

“神兽”的假期开始了，我们也急不可待地驾

⻋出发，开始了我们的“探秘”之旅。按照规

划，原定是⾛经典的“川藏进⻘藏出”线路，

但川西⾼原的⾬季迫使我们改变了计划，只有

沿着反向线路⽽⾏，⽽这也带给了我们不同视

觉层次的感官冲击和体验。

激动的⼼情不⾔⽽喻，⼀上⾼速则欢快地以能

跑的最⾼速度狂飙，⼀路穿⼭越岭、钻洞过

桥。第⼀天从四川到⽢肃，沿路⻅识了由郁郁

葱葱的⼭头到癞⼦式⻩⼟岭的视觉和环境变

化。夜宿兰州⻩河边上，聆听着⺟亲河的流⽔

声，解读着中国第⼀座钢桥的百年沧桑，感叹

幸福⽣活的来之不易，为祖国如今的强⼤⽽⾃

豪。

从兰州出发往西，正式踏上了⻘藏线的旅途。

⼀到⾼原，明媚的阳光使得蓝天显得那么的通

透纯净，⽩云朵朵真就如同棉花般在空中飘

着，⼩学课本⾥关于蓝天⽩云的描述真实再现

了。晴好的天⽓使⼈的⼼情也跟着⼤好起来，

“神兽”因早起⽽患的起床⽓也在这美好的天

⽓中烟消云散，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会

⼉指着地上⻛景发出感叹，⼀会⼉⼜惊呼于

⻜翔在天空的苍鹰，⼏乎没有消停。

满⼭飘着经幡映衬着明晃晃⾦顶的塔尔寺，

透出宗教给⼈的神秘和敬畏；倒映着天光的

⻘海湖就像⼀块蓝宝⽯镶嵌在开满油菜花的

⼤地上；茶卡盐湖犹如⼀⾯镜⼦让⼈分不清

天地，不愧为“天空之镜”；进⼊辽阔的柴

达⽊盆地则让⼈充满寂寥之感，放声呐喊，

似乎释放了所有的负⾯情绪。

梦开始的地⽅
——�记⾃驾西藏之⾏

⽂�/�陈卓

更专业、更时尚、更年轻的⽣活读本
ORIENTER  BIOTECH

MAGAZINE

⼀部《藏地密码》，刻画了西藏的神秘；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评出的最美景观⼤道，勾起了多少

⼈骑⾏川藏线的欲望。曾经有⼈说，如果⼈的⼀⽣只能去⼀个地⽅，那就去西藏吧；也有⼈说

去西藏是朝圣，去了能净化⼼灵。然⽽，西藏对于我来说，就是秘境。

对于去西藏，我⼀直满怀热情和期待。每次和朋友们在⼀起都会兴奋地讨论这个话题，盼望有

⼀天能去西藏旅⾏，亲⾝体会和探知那戴着⾯纱充满神秘的美丽⾼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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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天⾼强度的旅⾏，疲惫的我们抵达了藏区⾼原的前哨站——格尔⽊。夜⾊很深了，但是在都市⾥不曾看⻅的满天

繁星，就在我们的头顶，感觉伸⼿可摘。如果不是太累，⼤家真想直接在外露营了。

⼀⼤早，还没等到出城就堵上了，⼀打听才知道因为军事演习⽽交通管制了。看着⼀辆辆不同类别的钢铁巨兽从⾯前⻥

贯⽽过，真⼼感谢这些卫国戍边的铁⾎军⼈。等了差不多两个多⼩时，终于解除了管制，各式⻋辆争先恐后地奔往各⾃

的⽬的地，我们也继续沿着京拉线往西藏开去。

顺着格尔⽊河⾕⼀路向前，翻过昆仑⼭⼝来到了⼀望⽆垠的可可西⾥。⾼原多变的天⽓⼀会晴天⼀会阴天的，低垂的云

朵仿佛触⼿可及，⾼原精灵藏原羚和普⽒野⻢成群地在国道两侧悠闲地啃⻝着⻘草，时不时有⼀些羚⽺欢快地相互跳跃

追逐着。在⽺群之间，间或也看⻅了或独⾃游荡的藏狐或两三只结伴游猎的⾼原狼。

继续前⾏，经过发源于唐古拉⼭的两⼤⺟亲河源头保护区，泛着粼粼波光的辫状⽔系与低空⻜翔的⻦⼉⼀起诠释着两江

源头的湿地⻛光。顶着轻微的⾼原反应翻过海拔⾼达5231⽶的念⻘唐古拉⼭⼝，来到了Windows经典桌⾯照⽚般的藏

北草原。⼴阔的绿⾊草原犹如绿毯绵延到天边，悠闲的⽺群就像⽩云般在绿毯上飘来移去，与通透的蓝天⽩云相映成

趣，更像是⼀幅活化了的桌⾯壁纸。

伸⼿摘星，垂⼿抚云

随着海拔的升⾼，⼤家都出现了轻微的不同程度的⾼

反，所幸准备的药品缓解了⼤家⾼反的症状。同⾏的

⼀个好友⾼反特别严重，有点撑不下去的感觉，勉强

⽀撑到安多这个⼩县城，找了个⼩诊所打了⼀针后再

出发。没半个⼩时，沿途美丽的⻛景被对讲机⾥传来

像打了鸡⾎⼀般兴奋惊呼的声⾳给打断了，原来我们

这位⾼反最严重的朋友⼜“复活”了。经过此⾏平均

海拔最⾼的这⼀段路，⼤家都慢慢适应了⾼原，这以

后再也没有出现⾼反症状。

悦活⼈间
ENJOY 
THE WORLD 更专业、更时尚、更年轻的⽣活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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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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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六天的旅程，沿途看过了湖泊、花海、

雅丹、⼽壁、沙漠、草原、⾼⼭、峡⾕、冰

川、湿地等各种地形地貌⻛光，也感受了阳

光、云⾬、狂⻛、冰雪等不同的⾼原⽓候。

就在⻓时间的旅途快消耗完⼤家兴奋点的时

候，我们终于到达了这次旅程最终⽬的地——

拉萨。

拉萨，这是许多⼈⼼⽬中的圣城，是藏⺠⼼

中的圣地。在通往拉萨的每条道路上，都有

虔诚信徒⼀步⼀磕头全⾝伏地朝着拉萨⽽

来。⽽在拉萨城内，藏⺠⼼中⾄⾼⽆上的布

达拉宫，巍峨地耸⽴在布达拉⼭上，整座⼭

就是⼀个宫殿，⽽布达拉宫在藏⺠⼼中就是

⼀座神圣的⼭峰。外⾯的巍峨雄伟衬托了内

⾥的阴暗压抑。沿⼭拾阶⽽上，穿⾏于布宫

各个宫殿房间之内，明显感觉到政教合⼀的

奴⾪制下诞⽣的建筑带给⼈的压迫感。通过

了解西藏农奴的历史，更加给⼈感觉到布宫

的阴暗、⾎腥、肮脏和压迫。

⽇光城——拉萨

在以拉萨为基地的三天⾥，悠闲地逛了城区和⽺湖后，我们收拾了激动

地⼼情，沿着最美景观⼤道——318国道——打道回府。由于假期时间短

暂的缘故，回程则快速地经过这条应该好好体验的路程，同时也留下了

许多的遗憾，但也正应了那句话——美丽的⻛景都在路上，这也为以后

再次圆梦埋下了伏笔。

在此⾏之前曾⼀直以为去西藏就是去拉萨，⽽真正到了拉萨，才发现这

只是西藏之⾏的开始。除了拉萨，西藏值得我去的地⽅还有很多很多，

阿⾥、⼭南、⽇喀则、纳⽊错、珠穆朗玛……，更有⼀掠⽽过却不曾驻

⾜仔细欣赏的318景观⼤道。

西藏，我还会再来的。

最好的⻛景都在路上

市内的⼤⼩昭寺也是著名的游客打卡点，特

别是⼤昭寺，更是⼴⼤游客必到之处。从早

到晚，⼤昭寺⼴场外都有虔诚的信徒在磕⻓

⽣头，祈求神灵的庇佑。慕名⽽来的游客则

好奇地⽤⼿中各种不同的留影设备，或拍⾃

⼰或拍他⼈。⼤昭寺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

供奉着⽂成公主从唐朝带来的释迦牟尼12岁

等⾝像，其在藏传佛教中拥有⾄⾼⽆上的地

位。⼤昭寺是西藏现存最辉煌的吐蕃时期的

建筑，也是⽬前藏区最早的⼟⽊结构建筑。

因⼤昭寺⽽成型的⼋廓街（也称⼋⻆街），

绕着⼤昭寺外围⽽存在，这⾥不但是信徒们

作为信仰转经的地⽅，也是藏区商业贸易活

动最集中的地⽅。这⾥天天⼈头攒动，能明

显地⻅着两股⼈流，⼀股便是转经的信徒，

⼀股便是游客和藏区各地到此来经商的商

⼈。这⾥商铺⾥的货品都带着藏族⻛格，不

但适应当地⽼百姓的需要，也为游客带回⼀

件充满藏族特⾊的纪念品提供了各种选择，

到了这⾥的外地游客，⽆论谁多多少少都会

想要买⼀点有当地特⾊的纪念品带⾛。

现在的拉萨市，随着社会的进步也在发⽣着

改变，城市的基础设施得到了极⼤地改善，

城市建筑在保留藏式⻛格的基础上也变得现

代化了，更加符合现代⼈的审美观念和使⽤

需求。来到拉萨市，能在很快适应这个城市

的同时感受到别样的⺠族⻛情。

悦活⼈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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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云⽔禅⼼》
⽂�/�曹建国

夜，

万籁俱寂，

晚⻛轻拂，

赏皎洁皓⽉、烁烁繁星，

览⽆际⻓空。

静听旷世绝妙佳⾳，

串串⾳符，

如⼩桥流⽔般舒畅⽽清澈，

⼜如花⼉⼀般绽放。

不知不觉，

烦，已烟消云散；

忧，已荡然⽆存；

⼼，已豁然开朗。

仿佛置⾝于溪⽔潺潺的

苍翠⼭林之中；

仿佛置⾝于如诗如画的

⾃然境界之中；

⼜仿佛

⼀缕缕馨⾹溢于四⽅，

沁⼊⼼扉。

不禁醉倒在迷⼈的夜空下，

醉倒在美妙绝伦的乐⾳中。

云⽔禅⼼，

天籁之⾳，

弹的是悠远意境，

讲的是平静⼼灵，

谱写的是淡然惬意的⼈⽣。

悦活⼈间
ENJOY 
THE WORLD 更专业、更时尚、更年轻的⽣活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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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爱等待
⽂�/�胡利蓉

龙应台《目送》里写道，我慢慢

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

一场，只不过意味著，你和他的缘

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

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

这一端，看著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

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

诉你：不必追。

其实不仅⽗⺟对⼉⼥，爷爷奶奶对孙⼉⼥也⼀

样。他们不想给我添⿇烦、不想让我担⼼，

更不会让我发现他们的孤独，只是不断默默

⽬送我离家的背影。才发现这⼏年忙着看外

⾯的世界，⼏乎很少回家，虽然⼼⾥时刻惦

记着要多陪陪他们，但是总是被其他事情耽

搁，总觉得有的是时间。直到去年回家，看

到爷爷奶奶蹒跚的步伐和摇晃的背影，顿时

眼眶湿润了，百感交集，我才意识到，爷爷

奶奶真的⽼了，也许再过⼏年就⾛不动路

了。我便挽住爷爷奶奶的⼿说，今年五⼀节

带你们去九寨旅游吧。我清楚地记得当时他

们听到这话，先是⼀愣，随后便看到了童年

⻅到的那双放光的眼睛，不难看出那是喜悦

加期待的眼神，接着眼神⾥⼜掠过⼀丝忧

虑，我知道他们是怕耽误我的时间，便说五

⼀我们放⻓假，有的是时间，我想多陪陪你

们。听到这话，我看到那眼⻆的皱纹⽴刻向

上汇聚成⽉⽛形，每⼀条皱纹都在欢呼雀

跃，他们开⼼得像个⼩孩⼦。

⽼两⼝经常被他们的⼉⼥带出去旅游，每年

⾄少要去⼀两个地⽅，⽽且每次旅游回来都

要给我家带些旅游时买的好吃的、好玩的，

当然也必不可少地和爷爷奶奶分享过遇到的

美景。有⼀次就讲到他们去九寨沟，说那个

地⽅是他们⻅过的最美的地⽅，那⾥的⼭⽔

和天上的云都是五颜六⾊的，讲的那是津津有

味，爷爷奶奶听得两眼放光，眼神⾥尽是羡

慕加向往，那时候爷爷奶奶便对九寨产⽣了

⽆限遐想。要知道，那时候在我们那个村

⼦，基本交通靠⾛，唯⼀好点的交通⼯具就

是摩托⻋，想出去好⼏百公⾥外旅游，⽆异

于天⽅夜谭。后来，⼜在⽼爸的DVD中听到腾

格尔唱的“神奇的九寨，⼈间的天堂”，那颗

畅游九寨的种⼦就此深深埋下。

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想着⻓⼤⼀定要经常带

爷爷奶奶去旅游。但等我真的⻓⼤了，离家的

时间却越来越⻓，总觉得⽇⼦还⻓着呢，却也

在恍然之间，发现他们真的⽼了。

回想起当年那颗种⼦，也许早在他们⼼⾥⻓

成了⼤树，却因为我所谓的忙碌，⼀再让他

们的梦想和我对他们的爱等待。想想他们⼤半

辈⼦都是为⼉孙操劳，含⾟茹苦将我拉扯

⼤，现在是他们想享清福的时候，往后我⼀定

多花时间陪他们。

我想说：爷爷奶奶我爱你们，以前你们陪我

⻓⼤，往后我陪你们变⽼。今年五⼀，我们

⼀起去九寨吧，就是你们⼼⼼念念的那个

“⼈间瑶池”。爱，是什么？爱，是你快乐我便快乐；爱，

是你的幸福就是我最⼤的⼼愿；爱，是只要

你⼀切都好，我忍受所有的不好都⽢之如

饴，这就是爷爷奶奶对我的爱，像阳光⼀样

温暖、⻓久、⽆私，且⽆微不⾄。

我出⽣在⼴元⼀座偏远⼭区的⼩村⼦，村⼦

虽⼩，但是村上的每⼀⼨⼟地，都留下我和

爷爷奶奶欢乐⽽美好的回忆。⾃我记事起，

村上⼏乎所有⼩孩的爸爸妈妈都会留下⾃⼰

的孩⼦，到远处打⼯，因为在那个时候，外出

打⼯⼏乎是⼀个家庭唯⼀的经济来源。⽽我

就是跟着爷爷奶奶⻓⼤的，对爷爷奶奶的感

情⾃然不⾔⽽喻。

“九寨归来不看⽔”、“⼈间瑶池”，这是⼤家对九寨的评价，⽽九寨

也是爷爷奶奶⼼驰神往的地⽅，我⼩时候他们总爱对我说：“等你⻓⼤

了，⼀定要带我们去九寨沟玩⼉哦。”这句话，我⼀直都记在⼼上，现

在我终于⻓⼤了，有能⼒帮他们实现梦想了。

其实说起他们的这个“九寨梦”，还得从⼀个邻居说起。那时候，我家

前⾯住着⼀⼾姓庞的爷爷和奶奶，因为挨得很近，我们两家关系很好。

他们有⼀双⼉⼥，还有个年纪⽐我⼤点点的孙⼦，⼀家⼈除了他们⽼两

⼝不喜欢住城⾥，其余都在县城⼯作。那时候他们算是村⾥最有钱的

⼀家⼈了，我也喜欢去他们家玩，因为他们每次都要给我拿好多好吃

的，毕竟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能多吃点零⻝是多少⼩朋友梦寐以

求的事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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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的性格挺有意思，晚上去吃饭，点梅

⼦酒，问⽼板好多钱⼀两，⽼板答⽈“10

元”，我随之吐槽“卖的贵喔”，⽼板傲骄

地回答“我们⽔兑的少，是该卖10元撒”，

直接把我夯退，同时⼜觉得⽼板说的好有道

理，瞬间被说服。

最近，法国电视⼀台新闻联播特别报道了重庆：重庆被

誉为中国内陆的⼭城，从天上看，由混凝⼟和钢铁造就

的⾼楼鳞次栉⽐。⾯积跟奥地利⼀样⼤的重庆是世界上

最魔幻的⼤都市。它拥有世界上最复杂的20道出⼝的公

路⾼架桥，重庆就是⼀个极限之城。

沃的⼩伙伴们在重庆逗留数⽇后，也感受到了这个别样

的“重庆森林”。

到了重庆才感受到对⽕锅的尊重，吃⽕锅必

须是红锅，微辣都得受到服务员的鄙视。重庆

的路况虽魔幻，但井然有序，很少看到加塞

的，我这个成都司机来了都不敢轻举妄动。

@井:

漫 话 重 庆 @井:

沿着成渝环线向着东南⽅向进发，⼭势⾼低错

落间如同重庆⽅⾔起伏颇⼤的语调⼀般，这让

久居成都习惯了婉转平和的我更体会到不同

的城市性格。⼀⽇⼯作后�和同事⾛在重庆街

头，粗旷的城市线条和夜市中夹杂的划拳声让

这座城市更多了些世俗⽓息，翻腾着⿇辣⽓息

的⽕锅和⼀箱箱国宾或许是⼏⽇重庆记忆中

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嘉陵江的⽔煮出来的

⽕锅”则是最难忘的⾆尖记忆了。

@阿博：

重庆的妹⼦辣不辣不知道，但是重庆的⽕锅

是真的辣！

@Jacky�⾵： 重庆的的哥真是溜得⼀批，七拐⼋拐的路，

⼩⻩⻋都快得要⻜起来了！的哥不该叫的

哥，是猛哥~值双⼿抱拳瑞思拜！

@辣条阿辣条条：

⾛在⻢路上，坐电梯下了⼀楼，还是⻢路；在

电梯上，望了外⾯⼀眼，⼆楼是⼤⻢路，⼀

楼也是⼤⻢路；点开地图，我可以看到我的

点，但我不知道在哪条⼤⻢路上…

8D魔幻城市，名不虚传，但你能理解我的茫

然吗？

@西早：

重庆就是⼀个迷宫，⼀座城市森林，⾮常魔

幻，从⼀栋楼的F1出来竟然不是⻢路，得上

到顶楼出来才是⼤⻢路。

@盐巴：

“街对⾯的朋友！！！等我⼀哈！！！我还

有半个⼩时就过来啦！！！”

@啦啦啦。： Chong
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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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之星：

唐⻰��敬斌媛��王军��刘⾦刚��何兰��张学强��郭佳
韩攀攀����廖科源��张万��袁晓桧

中⼼级优秀个⼈代表

中⼼级优秀个⼈：

辜炳然��何佳晏��⼾⼒⽂��徐焕启��肖路伟��⻰江艳��
林梦杰��覃腾⻜��赵旭雯��段治勤��王延辉��谭春梅��
何⽂宇��贾秀娟��何⽉影��雷海红��岳⼩⻰��张国靖��
许婷婷��吴永伟��贾前⻰��⻩优尚��李伍旋��彭奕莉��
王叶��杨嫒��⻩霞��罗林��雷斌��周杰��杨君��谈芳��
胡毅��游锐��张⼷��余波��⽥娟��周琴��赵琴��黎敏��
王勇��伍发��刘红��⾼东��饶攀��曲海峰�

公司级优秀个⼈代表

公司级优秀个⼈：

肖逸��张黎雄��陈⽟昆��魏燕��林枫��成凤��李林辉��
刘⼩平��刘惠谊��曾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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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之星代表

精益达⼈：

吴红梅��⻩林��游锐

伯乐奖：

钟晟��王攀

⾦话筒奖：

⾼源��杨⽅平��陈卓

最美逆⾏者：

杨艺帆��夏⾼⻰��贾宏宇��苏海丰��付丽娟��
兰林强

精益达⼈ 伯乐奖

⾦话筒奖 最美逆⾏者代表

2⽉9⽇，沃⽂特2020年度颁奖典礼隆重举⾏。为响应国家疫情防控要求，这次颁奖典礼以线下现场颁奖，官⽅

视频号线上同步直播的⽅式开展，400多名沃⽂特⼈或在现场，或在全国各地的屏幕前⻅证沃⽂特的荣耀时刻。

虽然没有劲歌热舞，但散落在全国各地的沃⽂特⼈都⼼照不宣，在屏幕前默默期待着这场仪式感满满的年度颁

奖盛典。直播开始后，总经理张其胜先⽣致辞。张总回顾了过去的⼀年公司发展的整体情况，肯定了每⼀位沃

⽂特⼈的付出，也对新⼀年公司的整体发展作出了明确的规划。

在进⼊正式的颁奖环节之前，⼈事部通过⼤数据分析，评选出了⼀群“最沃⽂特⼈”。他们当中有⼈步⼊了婚

姻殿堂，有⼈在业绩上屡创新⾼，还有⼈把沃⽂特的旗舰机装到了祖国最⾼、最远的地⽅……

【个⼈奖项】

2020年度颁奖典礼
今天最好的表现是明天最低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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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0到1”创新奖：

OBS系统研发团队
通⽤仪器控制系统开发平台研发团队
智慧⽣态实验室研发团队

公司级优秀管理者：

徐建��胡强��郑治⻜��陈卓��李质琮

公司级优秀管理者

“从0到1”创新奖-OBS系统研发团队

“从0到1”创新奖
通⽤仪器控制系统开发平台研发团队代表 “从0到1”创新奖-智慧⽣态实验室研发团队

市场突破奖：

省内营销中⼼
省外营销中⼼

省内营销中⼼代表 省外营销中⼼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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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奖项】

2020年有着太多的感动和故事，每⼀
份付出都值得被肯定和嘉奖。

2021年 ，我 们 继 续 奔 跑 ，⼀ 起
Ru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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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壶》
作者：Angel 年龄：11岁

《肥猫》
作者：胡逸凡 年龄：7岁

《爆⽵声声》
作者：严知⾏ 年龄：4岁

《⻘⼭绿⽔》
作者：张静涵 年龄：8岁

《仙⼈掌》
作者：邓贻⽂ 年龄：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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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推荐 Recommendation

剧情简介：

本剧以1915年《⻘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年》成为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为贯穿，展现了从新⽂化运动到中国共产

党建⽴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讲述觉醒年代的百态⼈⽣。该剧以李⼤钊、陈独秀、胡适从相识、相知到分⼿，⾛上不

同⼈⽣道路的传奇故事为基本叙事线，以⽑泽东、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命⻘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为辅

助线，艺术地再现了⼀批名冠中华的⽂化⼤师和⼀群理想⻜扬的热⾎⻘年演绎出的⼀段充满激情、燃烧理想的澎湃岁⽉。

导演:�张永新

编剧:�⻰平平

主演:�于和伟�/�张桐�/�张晚意�/�⻢启越�/�⻢少骅�/�更多...

类型:�剧情

制⽚国家/地区:�中国⼤陆

语⾔:�汉语普通话

⾸播:�2021-02-01(中国⼤陆)

集数:�43

单集⽚⻓:�45分钟

觉醒年代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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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成凤

觉醒年代，⼀语双关，以旧⽇之觉醒再唤今⽇之觉醒。

——⾖瓣@Will

�

独秀的魅⼒，独⽴⾼楼⻛满袖。

——⾖瓣@apple�

�

教科书上的名字变成有⾎有⾁的⼈。那时候的热⾎，⾚⼦之⼼很让⼈振奋，也是现代年轻⼈需要的。

——⾖瓣@容兮

在美国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举⾏的中美战略⾼层对话会议上，中美双⽅⼀开

始就⽕药味⼗⾜。⾯对美⽅咄咄逼⼈的⼝吻，中央外事⼯作委员会办公室

主任杨洁篪和国务委员、外交部部⻓王毅不卑不亢，坚决回击，令⼈拍⼿

称快！120年过去了，中国已不是签订《⾟丑条约》那个时候的中国了，吾

辈当⾃强！

今时中国的外交天团底⽓⼗⾜，⽽往⽇那⼀群⼒挽狂澜的中流砥柱——新时

代的新⻘年们，依旧在历史的天空熠熠⽣辉。他们浪漫⼜热⾎，⻛趣⼜坚

韧，在那个觉醒年代。

“美国没有资格在中国的⾯前说，你们从实⼒的地位出发同中国谈话。甚⾄在

20、30年前，你们就没有资格说这样的话，因为中国⼈是不吃这⼀套的。如果美

⽅想要与中⽅好好打交道，那就按照必要的协议，按照正确的⽅式⾏事。”

——中央外事⼯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

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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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沃
籍贯：四川
性别：雄性
年龄：10岁
专⻓：粪便检测
性格：撒娇卖萌

小沃有话说：

各位读者朋友，感谢您阅读《你我》杂志期刊，并给予沃⽂特⽣物的⻓期关注与⽀持。为了丰富期刊的内容，让更

多的朋友对⽴⾜于成都的本⼟企业及成都本地的⼈⽂历史有更深的认识，传播巴蜀⽂化。现由我作为本刊的编辑，

向读者朋友们征集您与成都的故事，题材不限（⽂章、摄影），需为原创。稿件⼀经采⽤，我们将⽀付您稿费，并

赠送“⼩沃”真⾝吉祥物⼀个。同时，也希望您给予我们更多更好的建议，继续⼀如既往的⽀持与关注我们，⼩沃

感激不尽啦！

电话：028−87808620（转编辑部“蓉汇你我”专栏）

邮箱：scwwt@scwwt.com

官⽅微信公众号 官⽅视频号

“蓉汇你我”

专栏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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