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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首语
PREFACE

——�写在中国共产党百年诞⾠之际

古⼈仰望星空，浩瀚星海勾起⽆限遐想。诗仙李⽩
曾“举杯邀明⽉，对饮成三⼈”，泰⼽尔在诗中写
道，我相信在群星之中有⼀颗星星，引领我的灵
魂，穿过未知的⿊暗。诗⼈的浪漫与豪情不分国
度，隐匿在诗词之中，挥之不去。这种情怀，也是
⼀种期待。

随着时代的进步，头顶上的这⽚天空不再遥不可
及，中国也早已开启了太空之旅。6⽉17⽇，神⾈
⼗⼆号载着三名航天员出征，奔赴浩瀚太空，奔赴
中国在天上的“家”。这是中国载⼈航天第七次出
发，探索未知的太空。

或许我们会疑惑，从苦难中⾛过来的中国，如今已
是富强，为什么还是坚持探索外太空。Ernst�
Stuhlinger博⼠有⼀篇著名的⽂章——《为什么要
探索宇宙》，回应⼀名赞⽐亚修⼥对“在地球上不
少⼉童因饥饿⾯临死亡威胁的情况下为太空项⽬花
费数⼗亿美元”的疑惑，其中写道，“太空探索不
仅仅给⼈类提供⼀⾯审视⾃⼰的镜⼦，它还能给我
们带来全新的技术，全新的挑战和进取精神，以及
⾯对严峻现实问题时依然乐观⾃信的⼼态”。满怀
期待，不断进取，通过探索未知，反哺已知，或
许，这就是答案。

遥想当年，⺠族存亡之际，觉醒的新⻘年们奋起反
击，⼀⼼想要唤醒⺠智，拯救中华⺠族于⽔深⽕热
之中。他们抛头颅，洒热⾎，⾰命烈⼠陈乔年在英
勇就义时慷慨陈词，“让我们的⼦孙后代享受前⼈
披荆斩棘的幸福吧!”这是⾰命家的期待，他们躬
⾝⾰命，⾝先⼠卒，期待国富⺠强。

今年，刚好是中国共产党的百年诞⾠。此时的我
们，就站在前⼈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之上，⽴在他

期
待

们的期待之中。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能⾃强，如
今的我们在感怀先辈的付出与牺牲之际，也该时刻
警醒⾃⼰，不能躺在上⾯睡⼤觉！所谓的未来可
期，不过是因为曾经的我们相信未来可期，并努⼒
拼搏奋⽃，今天的我们才能站在曾经期待的未来之
上，继续创造下⼀个值得期待的未来。

如此，⼈⺠有信仰，国家有⼒量，⺠族有希望。或
许，这些⽂字读来过于宏⼤，但对于⼀个企业来
说，期待也尤为重要。

因为期待，沃⽂特的创始⼈在创业之初，抓住机
遇，迎难⽽上，带着沃⽂特⼈奋起⽽追之，才有了
今时今⽇的沃⽂特；因为对产品有期待，所以努⼒
创新技术，不断突破⾃我，推陈出新，沃⽂特产品
由单⼀化慢慢变为覆盖全⾯的实验室整体解决⽅
案；因为对新家园有期待，每⼀位沃⽂特⼈都在各
⾃的岗位上发光发热，推动企业这艘轮船前⾏，甚
⾄在建设新家园期间，⼀呼百应，⽀援新园区建
设……

然⽽，沃⽂特⼈的期待远不⽌于此。浩瀚宇宙，璀
璨星河，从古⾄今，任何时候，我们都没有停⽌仰
望星空。中国已然在航空航天领域取得了举世瞩⽬
的成就，但前路漫漫，我们仍需努⼒。

科技，才是第⼀⽣产⼒。沃⽂特期待通过⾃⼰的努
⼒创新和拼搏奋⽃，在国家航空航天领域的突破上
贡献来⾃体外诊断⺠族企业的⼒量。⼀代⼜⼀代的
沃⽂特⼈，将怀揣着这颗薪⽕相传的初⼼与⺠族振
兴的使命，满怀对未来的美好期待，在⼈类航天事
业的⽆⼈诊断领域持续探索，以科技创新造福每⼀
位仰望星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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钙卫蛋⽩⾸先是由Fagerhol于1980年从中性粒细胞中分离出来,�当时命名为L1蛋⽩,后因发现其结构

中含有钙并有抗微⽣物的特性⼜将这种具有保护性的、多功能、与钙结合的蛋⽩质被命名为钙卫蛋

⽩（calprotec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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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全⼒攻坚医疗器械、化学制剂关键核⼼技术，
国产医疗器械迎来巨⼤利好

据不完全统计，截⾄2020年底，已有超过300项医疗器械产品进⼊了国家级创新器械审批程序。截

⾄今年1⽉13⽇12时，已有100个创新性强、技术含量⾼、临床需求迫切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获批上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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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医保局消息：进⼝器械采购量，不得⾼于10%

17CDS重磅发布最新指南：《中国2型糖尿病防治指南（2020年版）》

新冠削弱了全球经济，⼤型机构和银⾏均下调了对全球经济的预期。与惨淡的2020年⼀季度相⽐，

今年⼀季度，我们虽然早就能预测到⼤部分IVD企业都会实现利润的增⻓，但新出炉的数据还是令

⼈震惊，42家上市企业，在营收增⻓上，仅有⼀家企业呈现负增⻓！

24从42家IVD上市企业2021Q1业绩，看免疫、POCT、⽣化⻰头公司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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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分级诊疗、医疗资源下沉已从⼤势所趋到既成事实，⽽医疗设备配置和采购是关键任务之⼀，基本要求都是：要有设备空缺的尽

快补⻬、陈旧落后的及时更新；

⽽在这⼀过程中，国产医疗器械成了多省⾸选，国产品牌与国际巨头“拼刺⼑”的场⾯到了不可让步的局⾯，争抢的决⼼也已经昭然若揭。”

摘选⾃“赛柏蓝器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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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
全⼒攻坚医疗器械、化学制剂关键核⼼技术，
国产医疗器械迎来巨⼤利好
整理：体外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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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8⽇，在中国科学院第⼆⼗次院⼠⼤

会、中国⼯程院第⼗五次院⼠⼤会和中国科

学技术协会第⼗次全国代表⼤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科技攻关要坚持

问题导向，奔着最紧急、最紧迫的问题去，从

国家急迫需要和⻓远需求出发。要在⽯油天

然⽓、基础原材料、⾼端芯⽚、⼯业软件、农

作物种⼦、科学试验⽤仪器设备、化学制剂等

⽅⾯关键核⼼技术上全⼒攻坚，加快突破⼀

批药品、医疗器械、医⽤设备、疫苗等领域关

键核⼼技术。要在事关发展全局和国家安全

的基础核⼼领域，瞄准⼈⼯智能、量⼦信

息、集成电路、先进制造、⽣命健康、脑科

学、⽣物育种、空天科技、深地深海等前沿领

域，前瞻部署⼀批战略性、储备性技术研发项

⽬，瞄准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的制⾼点。要优

化财政科技投⼊，重点投向战略性、关键性领

域。

⽆独有偶，为推动⾼端医疗检验装备的⾃主

可控，提⾼国产检验装备的临床应⽤和发

展，5⽉29⽇，“2021年⾼端医疗检验装备⾃

主可控发展论坛”在⻓春召开。⾏业专家、

医疗机构、企业多⽅共同探讨国产⾼端医疗

装备⾃主可控发展战略，共建⾃主可控医疗

健康体系。可以说，建设科技强国、质量强

国，从上到下，都在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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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0项创新器械获批上市，进⼝产品仅4个

为⿎励和扶持突破创新，2014年2⽉⻝药监总局发布了《创新医疗器械特

别审批程序（试⾏）》，⾸次为创新医疗器械设置特别审批通道。

据不完全统计，截⾄2020年底，已有超过300项医疗器械产品进⼊了国家

级创新器械审批程序。截⾄今年1⽉13⽇12时，已有100个创新性强、技

术含量⾼、临床需求迫切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获批上市。

这100个产品中，国产产品96个，涉及14个省、⾃治区和直辖市78家医

疗器械企业，占全部产品的96%；进⼝产品4个，涉及两个国家4个企

业。从产品特性看，有源器械43个，⽆源器械37个，体外诊断试剂和设备

20个。

3、进⼝替代加速推进，进⼝注册数⼤幅缩减

总的来说，在政策保驾护航之下，近年来国内医疗器械加快关键核⼼技

术攻关，突破技术装备瓶颈，产品研发技术创新能⼒逐步提升，进⼝替

代卓有成效。据众成医械⼤数据平台统计，2020年进⼝医疗器械产品备

案及注册数量出现⼤幅缩减。

2020年度全国进⼝医疗器械Ⅱ类、Ⅲ类产品⾸次注册共计493件，同⽐减

少161件，降幅24.6%；Ⅰ类产品备案共计713件，同⽐减少702件，降幅

49.6%；延续注册47件，同⽐减少914件，降幅95.1%。进⼝产品过期及

注销数量⼤幅提升，过期及注销共计3110件，同⽐增加2169件，增幅

230.5%。备案及注册代理⼈数量减少，进⼝产品代理⼈共计2421家，较

2019年（2519家）减少4%。2020年底，全国进⼝产品Ⅰ类9694件，Ⅱ

类9053件，Ⅲ类7966件。

4、⾼端医疗设备核⼼技术不断突破，实现全链⾃主可控

⻓期以来，⾼端医疗设备市场超过80%的份额

由跨国公司垄断。尽管国内⾼端医疗器械市场

已进⼊⾼速发展期，但关键基础材料、核⼼基

础零部件仍是⾼端医疗器械进⼀步发展的痛

点。

“⼗四五规划”提到要突破腔镜⼿术机器⼈、

体外膜肺氧合机等核⼼技术，研制⾼端影像、

放射治疗等⼤型医疗设备及关键零部件。

5⽉29⽇，“2021年⾼端医疗检验装备⾃主可

控发展论坛”在⻓春召开。⾏业专家、医疗机

构、企业多⽅共同探讨国产⾼端医疗装备⾃主

可控发展战略，共建⾃主可控医疗健康体系。

⼴东省卫健委也在年初发布了关于《2021年省

1、疫情倒逼，解决“卡脖⼦”困境

随着⼈⺠对健康⽣活要求的不断提升，对⽣物医药和医疗设备等领域科

技发展的需求⽇益凸显。我国也⼀直在⼤⼒⽀持化学制剂、医械产品研

发技术创新。但由于技术壁垒、研发限制以及顶层设计等因素影响，我

国医疗器械⾏业⽬前仍处于攻坚转型阶段，⾯临“卡脖⼦”困境。

疫情重创了全球经济，但也倒逼了诸如快速检测、医学影像和疫苗药物

等技术的跨越进步。2020年新冠疫情带来的诊断检测需求，更加助推了

IVD⾏业的增⻓。

在这⾥特别值得⼀说的是新冠疫情期间，在全球供应链极其不稳定的情

况下，中国IVD全产业链迎来了极⼤地突破。在原料端，菲鹏、诺唯赞、

翌圣、百普赛斯、博岳、瀚海新酶等企业快速创新，提供了研发试剂所

需的抗原、抗体、分⼦酶等关键原料；圣湘、万孚、卡尤迪、优思达等

企业技术创新突破，开发出⼩型化的分⼦POCT设备，更⽅便快捷的投⼊

到疫情防控中；⾦域医学、达安诊断、凯普检验等医学检测实现了⼤规

模检测服务，华⼤基因创造出⽕眼实验室现场检测场所，有⽆数创新和

技术难题被突破。近期迈瑞巨资收购IVD原料核⼼企业，都是希望能够在

核⼼技术上实现跨越。

03

级卫⽣健康机构进⼝产品⽬录清单的公⽰》，

公⽰显⽰可采购进⼝的医疗设备数量从132种

降低到46种，意味着国产医疗设备进医院再次

扩⼤范围，国产设备进⼝替代加速推进。

�

中国已经是⼀个实质上的科技⼤国，也正⾛在

科技强国的路上。“⼤”“⼩”在于体量，

“强”“弱”在于能⼒。科技之路从⼤到强，

是质⽽⾮量，在于创造⽽⾮模仿。

《光明⽇报》的时评说，我国发展到现在这个

阶段，不仅从别⼈那⾥拿到关键核⼼技术不可

能，就是想拿到⼀般的⾼技术也是很难的。这

句话很对，我国只有早⽇形成从新材料到新部

件到新装备的创新闭环，才能实现⾼端医疗产

业的跨越式发展，早⽇成为制造强国。

市场信息�



党的⼗九届五中全会指出，我国已转向⾼质

量发展阶段，“⼗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

要以推动⾼质量发展为主题。此时出台《意

⻅》，主要有三个⽅⾯的考虑：

⼀是落实⼗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的重要举措。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提⾼卫⽣健康供

给质量和服务⽔平。公⽴医院是我国医疗服

务体系的主体，是全⾯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

重要⼒量。提⾼卫⽣健康供给质量和服务⽔

平，必须把公⽴医院⾼质量发展放在更加突

出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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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推动公⽴医院⾼质量发展的意⻅》

来源：IVD从业者⽹

政策解读

1、《意⻅》出台的背景

⼆是增进⼈⺠健康福祉的根本要求。我国已

经迈⼊中⾼收⼊国家⾏列，完全有必要也有

基础加快发展卫⽣健康事业，扩⼤优质医疗

资源供给，努⼒满⾜⼈⺠⽇益增⻓的医疗卫

⽣服务需求，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三是公⽴医院改⾰发展的必然选择。经过改

⾰开放40年来医疗服务体系建设、20年来医

院能⼒建设、10年来深化医药卫⽣体制改⾰

的实践探索，公⽴医院已经到了从“量的积

累”转向“质的提升”的关键期，必须把发

展的着⼒点放到提升质量和效率上。

2021年2⽉19⽇，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深化改⾰委员会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意⻅》。会议指出，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公⽴医院承担了最紧急、最危险、最艰苦的医

疗救治⼯作，发挥了主⼒军作⽤。

推动公⽴医院⾼质量发展，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贯彻党的⼗

九⼤和⼗九届⼆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坚持以⼈⺠健康为中⼼，加强公⽴医院主体

地位，坚持政府主导、公益性主导、公⽴医院主导，坚持医防融合、平急结合、中西医并重，

以建⽴健全现代医院管理制度为⽬标，强化体系创新、技术创新、模式创新、管理创新，加快

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争通过5年努⼒，公⽴医院发展⽅式从规模扩张转向提质

增效，运⾏模式从粗放管理转向精细化管理，资源配置从注重物质要素转向更加注重⼈才技术

要素，为更好提供优质⾼效医疗卫⽣服务、防范化解重⼤疫情和突发公共卫⽣⻛险、建设健康

中国提供有⼒⽀撑。

2、推动公⽴医院⾼质量发展的总体要求

⾯向“⼗四五”乃⾄更⻓时期，推动公⽴医

院⾼质量发展重点推进六个⽅⾯⼯作：

⼀是构建新体系。建设国家医学中⼼和区域

医疗中⼼，推动国家医学进步，带动全国医

疗⽔平提升。建设省级区域医疗中⼼，补⻬

短板，提升省域诊疗能⼒，减少跨省就医。

发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和县域医共体，按

照⽹格化布局，探索⼀体化管理，为居⺠提

供预防、治疗、康复、健康促进等连续性服

务，推动从以治病为中⼼转向以健康为中

⼼，促进优质资源下沉、⼯作重⼼下移，推

动分级诊疗。建⽴健全分级分层分流的重⼤

疫情救治体系。

⼆是引领新趋势。以满⾜重⼤疾病临床需求

为导向，重点发展重症、肿瘤、⼼脑⾎管、

呼吸等临床专科。⾯向⽣命科学、⽣物医药

科技前沿，加强基础和临床研究，开展关键

核⼼技术攻关，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推⼴多

学科诊疗、⽇间⼿术、责任制整体护理等服

务模式。推动新⼀代信息技术与医疗服务深

度融合，⼤⼒发展远程医疗和互联⽹诊疗，

建设智慧医院。

三是提升新效能。健全以经济管理为重点的

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运营管理体系，引

导医院回归功能定位，提⾼效率、节约费

⽤。加强全⾯预算管理，完善内部控制制

度，提⾼资源配置和使⽤效率。坚持和强化

公益性导向，健全绩效评价机制，不断提⾼

医疗质量、运⾏效率、可持续发展能⼒和患

者满意度。

四是激活新动⼒。合理制定并落实公⽴医院

3、推动公⽴医院⾼质量发展的重点任务

国家卫⽣健康委将会同有关部⻔抓紧制定

《意⻅》重点任务分⼯，建⽴评价指标体

系，指导地⽅按照属地原则对辖区内公⽴医

院⾼质量发展进⾏评价，充分考虑各级各类

公⽴医院实际情况，不搞“⼀⼑切”。同

时，及时总结推⼴典型经验，以点带⾯推动

全国公⽴医院⾼质量发展取得实效。

4、做好组织实施

参考资料：体制改⾰司《《关于推动公⽴医院⾼质量发展的意⻅》政策解读》

⼈员编制标准，建⽴动态核增机制。建⽴主

体现岗位职责和知识价值薪酬体系，实⾏以

岗定责、以岗定薪、责薪相适、考核兑现。

健全医务⼈员培养评价制度，探索在岗位设

置合理、⼈事管理完善、具有⾃主评审意愿

的三级公⽴医院试点⾃主开展⾼级职称评

审。建⽴灵敏有序的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

机制，提⾼医疗服务收⼊（不含药品、耗

材、检查、化验收⼊）占医疗收⼊的⽐例。

深化医保⽀付⽅式改⾰，探索对紧密型医疗

联合体实⾏总额付费，加强监督考核，结余

留⽤、合理超⽀分担。按规定落实政府对符

合区域卫⽣规划的公⽴医院投⼊政策。

五是建设新⽂化。⼤⼒弘扬伟⼤抗疫精神和

崇⾼职业精神，激发医务⼈员对⼯作极端负

责、对⼈⺠极端热忱、对技术精益求精的不

竭动⼒。强化患者需求导向，持续改善医疗

服务，做好医患沟通交流，增进理解与信

任。关⼼关爱医务⼈员，关⼼年轻医务⼈员

成⻓，维护医务⼈员合法权益，坚决保护医

务⼈员安全。

六是坚持和加强党对公⽴医院的全⾯领导。

全⾯执⾏和落实党委领导下的院⻓负责制，

充分发挥公⽴医院党委把⽅向、管⼤局、作

决策、促改⾰、保落实的领导作⽤，健全完

善医院党委会和院⻓办公会议事决策制度，

把党的领导融⼊医院治理全过程各⽅⾯各环

节。加强公⽴医院领导班⼦和⼲部⼈才队伍

建设。全⾯提升公⽴医院党组织和党员队伍

建设质量。落实公⽴医院党建⼯作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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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保局消息：
进⼝器械采购量，不得⾼于10%
来源：赛柏蓝器械����������作者：林楚恒

“后疫情时代，分级诊疗、医疗资源下沉已从⼤势所趋到既成事实，⽽医疗设备配置和采购是关键任务之⼀，基本要求都是：要有设

备空缺的尽快补⻬、陈旧落后的及时更新；

⽽在这⼀过程中，国产医疗器械成了多省⾸选，国产品牌与国际巨头“拼刺⼑”的场⾯到了不可让步的局⾯，争抢的决⼼也已经昭然

若揭。”

5⽉27⽇，衡阳市医保局关于“终末期肾脏病

治疗相关耗材（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引发

业内热议，据赛柏蓝器械查询，湖南某医药

公司受衡阳市医疗医疗保障局委托，对相关

医⽤耗材进⾏集中带量采购，约定采购量由

各医疗机构上报实际需求量累加计算确定。

⽂件指出：约定采购量中，中选国产产品占

90%以上的份额，中选进⼝产品占10%以下

的份额。各中选产品平均分配相应的约定采

购量。

本次集中采购以执⾏⽇起，24个⽉为⼀个采

购周期，以采购年度为单位签订协议。若在

采购周期内提前完成约定采购量的，超过部

分中选企业仍按中选价格保障供应，直⾄采

购周期届满。采购周期内，如遇国家组织集

中采购等有关政策调整，将按照最新政策有

关规定执⾏。

为最⼤幅度降低产品价格，减少配送企业和

⽣产⼚家的资⾦成本，拟定货款结算周期为

90天内。购销协议须如实反映实际供应价格

采购总量约400万个

在采购品种及约定采购量⽅⾯，根据医疗器

械注册证将透析器分为国产（含国外品牌在

国内⽣产）和进⼝两个类别分别评审。

国产产品分别中选2个低通、2个⾼通，进⼝

产品（仅⽤于解决个别患者的过敏反应）中

选1个低通（或中通）、1个⾼通；低钙腹膜

透析液和腹膜透析液各中选国产（含国外品

牌在国内⽣产）产品2个；

其余产品国产（含国外品牌在国内⽣产）产

品中选2个，进⼝产品中选1个（⽆进⼝产品

不中选）。

国产与进⼝分别进⾏

最低价不是唯⼀条件 在产品⼊围与中选⽅⾯规则较为细致：

透析器分国产（含国外品牌在国内⽣产）和

进⼝两个类别分别评审，国产产品拟中选2个

低通、2个⾼通，进⼝产品（仅⽤于解决个别

患者的过敏反应）拟中选1个低通（或中

通）、1个⾼通；其余产品国产（含国外品牌

在国内⽣产）产品拟中选2个，进⼝产品拟中

选1个（⽆进⼝产品不中选）。

同⼀报价组申报企业中，企业负责⼈为同⼀

⼈，或存在直接控股或管理关系，视为同⼀

企业，每家企业每个竞价组只能报1个价格。

同报价组产品，符合申报资格的实际申报企

业按其有效报价由低到⾼确定报价⼊围，其

规则是:通过资质⼊围审核、技术审查后，从

第⼀轮报价（递交材料时报价）中，按拟中

选产品数1:3的⽐例遴选⼊围企业及产品。

企业的申报产品⼊围后，再进⾏第⼆轮竞

价，第⼆轮报价必须低于第⼀轮的⼊围报

价，根据第⼆轮报价及其他评分指标综合评

定中选品种与价格。

评分标准上，采⽤综合评分法，最低报价不

能作为中选的唯⼀条件。每个品种分国产和

进⼝组综合评分从⾼到低排序。

产品单价评分占45分，降价幅度评分占45

和采购量，医疗机构须根据协议的约定及时

回款，不得拖⽋。

购销协议签订后，医疗机构与中选企业不得

再订⽴背离协议实质性内容的其他协议，或

提出除协议之外的任何利益性要求。

申报企业需要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批

准，获得有效医疗器械（药品）⽣产许可

证、医疗器械注册证，且参加本次采购活动

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违法记录。

2020年在衡阳区域（低于3家企业报名的可扩

展到湖南省内）公⽴医疗机构有销售记录、

纳⼊本次采购品种范围内的医⽤耗材（药

品）⽣产企业（进⼝及港澳台产品的⼤陆地

区唯⼀总代理企业，进⼝及港澳台产品的授

权经销期限必须覆盖整个采购周期）。

本次⾮中选产品全部纳⼊监控管理，集采周

期内不得进⼊公⽴医疗机构销售，这对本次

未中选的企业可能将是严重打击。本次共带

量 8个 品 种 ， 2021年 预 采 购 量 总 计 为

3998000个。

当同⼀企业的同⼀产品有多个规格时，由该

企业⾃主选取确定其中1个产品作为代表品参

加评审，原则上代表品是该企业此产品中技

术先进性、质量可靠性及综合性价⽐最优的

产品。申报企业按照不同产品分别进⾏报

价，每家企业每个产品只能报1个价格。

按产品申报价⾼低确定排名，申报价最低的

为第⼀名，次低的为第⼆名，依此类推。当

出现申报价相同的情况，按照以下规则依次

确定排名：以提供品种多或规格多的优先；

提供品种、规格仍然相同的，以报价产品⾸

次注册证时间早的优先。

分，本市占有率评分占10分。价格从低到⾼

排名，以前四名最终报价的平均价作为评审

基准价，低于评审基准价的为满分。

其他投标⼈的产品单价分统⼀按照下列公式

计算：产品单价分=（评审基准价/最终报

价）×45%×100；降幅分评分规则：以各投

标产品在湖南省平台挂⽹价和衡阳区域公⽴

医疗机构实际交易价两者较低值为基础

价 ，降 幅 分 =（基 础 价 -报 价 ）/基 础 价
×45%×100；

本市占有率评分规则:以2020年衡阳区域公⽴

医疗机构的销售记录为准（投标企业需提供

依据），按每有⼀家医院得2分，最⾼不超过

10分。同⼀评审产品，按照综合评定结果，

最⾼分为第⼀中选候选⼈，次之为第⼆中选

候选⼈，依此类推。各拟中选产品第⼆轮的

申报价格作为该产品的拟中选价格。

可以看到，后疫情时代，分级诊疗、医疗资

源下沉已从⼤势所趋到既成事实，⽽医疗设

备配置和采购是关键任务之⼀，基本要求都

是：要有设备空缺的尽快补⻬、陈旧落后的

及时更新；

⽽在这⼀过程中，国产医疗器械成了多省⾸

选，国产品牌与国际巨头“拼刺⼑”场⾯也

已经昭然若揭，到了不可让步的关键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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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S重磅发布最新指南：

来源：综合整理⾃中华糖尿病杂志、中国医学论坛报今⽇糖尿病

《中国2型糖尿病防治指南（2020年版）》

《中国2型糖尿病防治指南（2020年版）》（新版指南）现已正式发布！新版指南于2021年4⽉在《中华糖尿病杂志》和《中华内分泌代谢杂志》

同步发表。

本指南共19章，内容涵盖中国糖尿病流⾏病学、糖尿病的诊断与分型、2型糖尿病的三级预防、糖尿病的筛查和评估、糖尿病的教育和管理、2型

糖尿病综合控制⽬标和⾼⾎糖的治疗路径、医学营养、运动治疗和体重管理、⾼⾎糖的药物治疗、糖尿病相关技术、糖尿病急性和慢性并发症、

低⾎糖、糖尿病的特殊情况、代谢综合征和糖尿病的中医药治疗等。

最新流调数据显⽰，�糖尿病患病率11.2%

（WHO标准）。

要点提⽰

1.我 国 糖 尿 病 患 病 率 仍 在 上 升 ，2015⾄

2017年达到11.2%，各⺠族有较⼤差异，各

地区之间也存在差异。

2. 糖 尿 病 的 知 晓 率 （36.5%） 、 治 疗 率

（32.2%）和控制率（49.2%）有所改善，但

仍处于低⽔平。

3.糖尿病⼈群中T2DM占90%以上。

更新要点⼀

糖化⾎红蛋⽩（HbA1c�）�纳⼊糖尿病诊断标

准。

更新要点⼆

糖尿病的诊断标准

诊断标准 静脉⾎浆葡萄糖
或 bA1c⽔平H

典型糖尿病症状

加上随机⾎糖 ≥11.1�mmol/L

或加上空腹⾎糖

或加上OGTT2h⾎糖

≥7.0�mmol/L

≥11.1�mmol/L

或加上 bA1cH ≥6.5%

⽆糖尿病典型症状者，需改⽇复查确认

注:OGTT为⼝服葡萄糖耐量试验;HbA1c为糖化⾎红蛋⽩。典型糖尿病症状包括烦渴多饮、多尿、多⻝、不明
原因体重下降;随机⾎糖指不考虑上次⽤餐时间，⼀天中任意时间的⾎糖，不能⽤来诊断空腹⾎糖受损或糖耐
量减低;空腹状态指⾄少8 h没有进⻝热量

要点提⽰

1.空腹⾎糖、随机⾎糖或OGTT2h⾎糖是诊断

糖尿病的主要依据，没有糖尿病典型临床症

状时必须重复检测以确认诊断。（A）

综合控制⽬标部分，新增个体化HbA1c�控制

⽬标设定的主要影响因素。

更新要点三

中国2型糖尿病的综合控制⽬标

测量指标 ⽬标值

⽑细⾎管⾎糖(�mmol/L)
空腹
⾮空腹

糖化⾎红蛋⽩(%)

4.4~7.0
<10.0
<7.0

<130/80
<4.5

⾎压(�mmHg)

总胆固醇(mmol/L)
⾼密度脂蛋⽩胆固醇(�mmol/L)

男性
⼥性

⽢油三酯(mmoVL)
低密度脂蛋⽩胆固醇(�mmo/L)

未合并动脉粥样硬化性⼼⾎管疾病
合并动脉粥样硬化性⼼⾎管疾病

体重指数(kg/m²)

注:1�mmHg=0.133�kPa

>1.0
>1.3
<1.7

<2.6
<1.8

<24.0

要点提⽰

1.T2DM的治疗策略应该是综合性的，包括⾎糖、⾎压、⾎脂、体重的

控制，抗⾎⼩板治疗和改善⽣活⽅式等措施。（A）

2.对 ⼤ 多 数 ⾮ 妊 娠 成 年 T2DM�患 者 ， 合 理 的HbA1c控 制 ⽬ 标 为

<7%。（A）

3.HbA1c�控制⽬标应遵循个体化原则，年龄较轻、病程较短、预期寿

命较⻓、⽆并发症、未合并⼼⾎管疾病的T2DM患者在没有低⾎糖及其

他不良反应的情况下可采取更严格的HbA1c�控制⽬标，反之则采取相

对宽松的HbA1c�⽬标。（B）

4.⽣活⽅式⼲预和⼆甲双胍为T2DM患者⾼⾎糖的⼀线治疗；⽣活⽅式

⼲预是T2DM的基础治疗措施，应贯穿于治疗的始终；若⽆禁忌证，⼆

甲双胍应⼀直保留在糖尿病的药物治疗⽅案中。（A）

5.⼀种降糖药治疗⾎糖不达标者，应采⽤2种甚⾄3种不同作⽤机制的

药物联合治疗，也可加⽤胰岛素治疗。（A）

6.合并ASCVD或⼼⾎管⻛险⾼危的T2DM患者，不论其HbA1c�是否达

标，只要没有禁忌证都应在⼆甲双胍的基础上加⽤具有ASCVD获益证

据的GLP1RA或SGLT2i。（A）

7.合并CKD�或⼼⼒衰竭的T2DM�患者，不论其HbA1c�是否达标，只要

没有禁忌证都应在⼆甲双胍的基础上加⽤ SGLT2i；合并CKD的

T2DM患者，如不能使⽤SGLT2i�可考虑选⽤GLP-1RA。（A）

更新要点四

糖尿病的医学营养治疗部分添加每⽇能量供

给量表格。

不同⾝体活动⽔平的成⼈糖尿病患�者每⽇能量供给量[kJ(kcal)/kg标准体重]

⾝体活动⽔平 体重过低 正常体重 超重或肥胖

重(如搬运⼯) 188-209(45-50) 167(40) 146(35)

中(如电⼯安装) 167(40) 125-146(30-35)
轻(如坐式⼯作) 146(35) 104-125(25-30)
休息状态(如卧床) 104-�125(25-30) 84-�104(20-25) 62-84(15-20)

84-�104(20-25)

125(30)

注:标准体重参考世界卫⽣组织(1999年)计算⽅法:男性标准体重=[⾝⾼(em)-100]x0.9(kg);⼥性标准体重=[⾝⾼(cm)-100]x0.9(kg)-
2.5(kg);根据我国体重指数的评判标准，≤18.5kg/m²为体重过低，18.6-23.9kg/m²为正常体重，24.0-27.9kg/m²为超重，≥28.0kg/m²
为肥胖

2.在有严格质量控制的实验室，采⽤标准化检

测⽅法测定的HbA1c�可以作为糖尿病的补充

诊断标准。（B）

3.按病因将糖尿病分为T1DM、T2DM、特殊

类型糖尿病和妊娠期糖尿病4种类型。（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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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提⽰

1.�T2DM�及糖尿病前期患者均需要接受个体化

医学营养治疗，由熟悉糖尿病医学营养治疗的

营养（医）师或综合管理团队（包括糖尿病教

育者）指导患者完成。（A）

2.应在评估患者营养状况的基础上，设定合理

的医学营养治疗⽬标和计划，控制总能量的摄

⼊，合理、均衡分配各种营养素，达到患者的

代谢控制⽬标，并尽可能满⾜个体饮⻝喜

好。（B）

更新要点五

⾼⾎糖的治疗要点。

要点提⽰

1.⼆甲双胍为T2DM患者控制⾼⾎糖的⼀线⽤

药和药物联合中的基本⽤药。（A）

2.磺脲类药物、格列奈类药物、α糖苷酶抑制

剂、TZD、DPP4i、SGLT2i、GLP1RA和胰岛

素是主要联合⽤药。（B）

3.�T2DM�患者HbA1c�不达标时可根据低⾎糖

⻛险、体重、经济条件、药物可及性等因素选

择联⽤药物。（A）

4.�⽆论HbA1c�⽔平是否达标，T2DM�患者合

并ASCVD、ASCVD⾼⻛险、⼼⼒衰竭或慢性

肾脏病，建议⾸先联合有⼼⾎管疾病和慢性

肾脏病获益证据的GLP1RA或SGLT2i。（A）

5.�T2DM�患者在⽣活⽅式和⼝服降糖药联合

治疗的基础上，若⾎糖仍未达到控制⽬标，尽

早（3个⽉）开始胰岛素治疗。（A）

6.�T2DM�患者的胰岛素起始治疗可以采⽤每

⽇1~2次胰岛素。（A）

7.�对 于HbA1c� ≥9.0%�或 空 腹 ⾎ 糖≥11.1�

mmol/L�同时伴明显⾼⾎糖症状的新诊断

T2DM患 者 可 考 虑 实 施 短 期（2�周 ⾄ 3�个

⽉）胰岛素强化治疗。（A）

8.胰岛素强化治疗可以采⽤每天2~4次注射或

CSII⽅法。（A）

9.�T2DM�患者采⽤餐时+基础胰岛素（4�次

/d）与每⽇3次预混胰岛素类似物治疗的降糖

疗效和安全性相似。（A）

10.在 糖 尿 病 病 程 中 （包 括 新 诊 断 的

T2DM），出现⽆明显诱因的体重显著下降

时，应该尽早使⽤胰岛素治疗。（A）

更新要点六

糖尿病治疗路径更新。

如⾎糖控制不达标（HbA1c�≥7%）则进⼊下

⼀步治疗。

如⾎糖控制不达标( bA1c�7.�0%)则进⼊下⼀步治疗H

注:HbA₁��为糖化⾎红蛋⽩;ASCVD为动脉粥样硬化性⼼⾎管疾病;CKD为慢性肾肝病:DPP-4i为⼆肽基肽酶Ⅳ抑制剂:TZD为噻唑烷⼆酮:SGLT2i为钠-
葡萄糖共转运蛋⽩2抑制剂:GLP-1RA为胰⾼糖素样肽-1受体激动剂。“⾼危因素指年龄≥55岁伴以下⾄少1项:冠状动脉或领动脉成下肢动脉狭窄
>50%，左⼼室肥厚;���通常选⽤基础胰岛素；加⽤具有ASCVD、⼼⼒⻝竭或CKD获益证据的GLP-1RA或SCLT2i;��有⼼理衰竭者不⽤TZD

c

b c d

⽣
活

⽅
式

⼲
预

⼆联治疗

三联治疗

胰岛素多次注射

合并ASCVD或有⾼危因素*、⼼⼒衰竭、CKD

HbA₁��不达标 ASCVD或有⾼危因索 ⼼⼒衰竭 CKD

胰岛素促泌剂、α-糖
苷酶抑制剂、DPP-4i、
TZD、SGLT2i

注射类
（GLP-1RA、胰岛素）

GLP-1RA
或SGLT2i c SGLT2i c SGLT2i

或GLP-1RAc

c

HbA₁��不达标c

HbA₁��不达标c

在上述治疗的基础上加用一种其他类别的药物d

基础膜岛素+餐时胰岛素 预混胰岛素

⽣活⽅式⼲预和⼆甲双胍⼀线治疗

⽆

更新要点七

新添章节：2型糖尿病患者的体重管理。

要点提⽰

1.超重和肥胖成⼈T2DM患者的管理⽬标为减

轻体重5%~10%。（A）

2.超重和肥胖成⼈T2DM患者的体重管理⽅式

包括⽣活⽅式⼲预、药物、⼿术等综合⼿

段。（A）

3.肥胖的成⼈T2DM�患者尽量采⽤⽣活⽅式及

及药物治疗，⾎糖仍然控制不佳者建议代谢

⼿术治疗。（B）

4.代谢⼿术需要多学科协作，进⾏术前、术

中及术后的全程管理。（C）

5.�代谢⼿术后患者应定期监测微量营养素和

评估营养状态。（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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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监测章节，TIR纳⼊⾎糖控制⽬标。

要点提⽰

1.⾎糖监测是糖尿病管理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其结果有助于评估糖尿病患者糖代谢紊

乱的程度，制定合理的降糖⽅案，反映降糖治

疗的效果并指导治疗⽅案的调整。（A）

2.临床上⾎糖监测⽅法包括⽑细⾎管⾎糖监

测、CGM、HbA1c�和GA。（A）

3.�TIR应纳⼊⾎糖控制⽬标。（B）

更新要点⼋

更新要点九

更新CKD进展⻛险及就诊频率。

�按eGFR和UACR分类的CKD进展⻛险及就诊频率

CKD分期 肾脏损害程度 eGFR
[ml•min ¹•(1.73m²）¹]

⽩蛋⽩尿分期
A1(UACR＜30mg/g) A2(UACR30~300mg/g) A3(UACR＞300mg/g)

1期（G1)

2期（G2)
3a期（G3a)
3b期（G3b)

4期（G4）
5期（G5）

肾脏损伤伴eGFR正常

肾脏损伤伴eGFR轻度下降
eGFR轻中度下降

eGFR中重度下降
eGFR重度下降
肾衰竭

≥90
60~89
45~59

30~44

15~29
＜15或透析

1（如有CKD）

1（如有CKD）

1
2
3
4

1

1

注：eGFR为估算的肾⼩球滤过率；UACR为尿蛋⽩/肌酐⽐值；CKD为慢性肾脏病；表格中的数字为建议每年复查的次数；背景颜⾊代表
CKD进展的⻛险：绿⾊为低⻛险，⻩⾊为中⻛险，橙⾊为⾼⻛险，红⾊为极⾼⻛险

2

3

4

3

2

3

3

4

2

4

要点提⽰

1.推荐所有�T2DM�患者每年⾄少进⾏1次UACR和⾎肌酐测定（计算eGFR）。（B）

2.有效的降糖治疗、⾎压控制可延缓糖尿病肾病的发⽣和进展。（A）

3.对�糖�尿�病�伴�⾼�⾎�压�且�UACR>300�mg/g�或eGFR<60�ml·min�¹·（1.73�m²）�¹的糖尿病患者，⾸选ACEI或ARB类药物治疗。（A）

4.对伴⾼⾎压且�UACR�为�30~300�mg/g�的糖尿病患者，推荐⾸选ACEI或ARB类药物治疗。（B）

5.对伴糖尿病肾病的�T2DM�患者，推荐在�eGFR≥45�ml·min��¹·（1.73�m²）�¹�的�患�者�中�使�⽤SGLT2i，以降低糖尿病肾病进展和（或）⼼⾎管事

件的⻛险。（A）

6.�使⽤�GLP·1RA�能够降低新发⼤量⽩蛋⽩尿的⻛险，可考虑在eGFR≥30�ml·min�¹·（1.73�m²）¹的患者中使⽤。（C）

7.推荐糖尿病肾病患者蛋⽩摄⼊量为0.8�g·kg�¹·d�¹，开始透析者蛋⽩摄⼊量可适当增加。（B）

8.�对�eGFR<30�ml·min�¹·（1.73�m²）�¹的糖尿病肾病患者，应由肾脏科医师评估是否应当接受肾脏替代治疗。（A）

更新要点⼗

低⾎糖分级。

要点提⽰

1、低⾎糖分级。

1级 低 ⾎ 糖 ：⾎ 糖 ＜3.9� mmol/L且 ≥3.0�

mmol/L

2级低⾎糖：⾎糖＜3.0�mmol/L

3级低⾎糖：没有特定⾎糖界限，伴有意识和

（或）躯体改变的严重事件，需要他⼈帮助的

低⾎糖。

2.�有低⾎糖⻛险的患者每次就诊时应询问有

⽆低⾎糖症状。（C）

3.�使⽤有低⾎糖⻛险的降糖药治疗的患者应

评估、筛查⽆症状性低⾎糖。（C）

关于新版指南

《中国2型糖尿病防治指南》于2003年⾸次发

表，并于2007、2010、2013和2017年进⾏了

4次修订。

近年来，国内外2型糖尿病的研究取得了诸多

重⼤进展，特别是发现了⼀些既能够降低⾎

糖⼜具有⼼⾎管和肾脏保护作⽤的降糖药

物，许多⼤型临床试验的良好结果使得⼈们

对糖尿病及其相关并发症的治疗理念和⾏为

发⽣了重⼤转变。

在国际上诊断和治疗糖尿病的新⽅法、新技

术和新证据不断涌现的同时，我国在糖尿病

领域的研究也取得了很⼤进展，获得了更多

4.�糖尿病患者如发⽣低⾎糖，应给予�15~20�

g�葡萄糖并于15�min后检测⾎糖。（B）

5.�胰岛素治疗的患者如发⽣⽆症状性低⾎糖

或1次3级低⾎糖或⽆诱因的2级低⾎糖，应放

宽⾎糖控制⽬标，在数周内严格避免低⾎糖

以部分逆转⽆症状性低⾎糖并降低未来低⾎

糖⻛险。（A）

其他更新要点

✔糖尿病相关技术部分新添注射技术和胰岛

素泵。

✔糖尿病视⽹膜病变（DR）章节部分加⼊⼈

⼯智能（AI）在DR的筛查和分级诊断的作

⽤，AI筛查系统有望成为DR筛查、诊断、随

访的重要辅助⼯具。

的关于糖尿病及其慢性并发症预防、诊断、

监测及治疗的循证医学新证据。

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组织专家对我国的

2型糖尿病防治指南进⾏了再次修订，新版指

南于2021年4⽉于《中华糖尿病杂志》和

《中华内分泌代谢杂志》同步发表。

《中国2型糖尿病防治指南（2020年版）》

凝聚了国内近百位专家的智慧和⼼⾎，依据

国内外糖尿病研究的最新成果并⽴⾜于我国

国情，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充分体现了权

威性、创新性、科学性、先进性和实⽤性的

特⾊，必将对提⾼和规范我国T2DM的诊疗

⽔平发挥积极的作⽤。



从42家IVD上市企业2021Q1业绩，
看免疫、POCT、⽣化⻰头公司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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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选⾃“CHC医疗传媒”

京津冀“3+N”联盟冠脉扩张球囊类医⽤耗材带量联动采购中选结果在天津公布，据⼈⺠⽇报最新消息，经过本次集采，联
盟地区冠脉扩张球囊价格从均价3401元下降⾄319元，与2020年相⽐，相同企业的相同产品平均降价90%。

该结果⼀出，⽆疑给⾏业从业者⼀记重拳，现如今距离落地已经过去了近3个⽉，执⾏情况如何，⽣产企业、经销商⼜正⾯
临怎样的处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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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MedTrend医趋势

新冠削弱了全球经济，⼤型机构和银⾏均下

调了对全球经济的预期。与惨淡的2020年⼀

季度相⽐，今年⼀季度，我们虽然早就能预

测到⼤部分IVD企业都会实现利润的增⻓，但

新出炉的数据还是令⼈震惊，42家上市企

业，在营收增⻓上，仅有⼀家企业呈现负增

⻓！

更专业、更时尚、更年轻的⽣活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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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总营收排名

排名 企业名 2020(亿元) 同⽐増⻓(%) 2019营收(亿元)� 2018营收(亿元)� 2017营收(亿元)�

1 迈瑞医疗 210.26 27.00 165.�56 137.53 111.74
2 迪安诊断 106.49 25.98 84.53 69.67 50.04
3 丽珠集团 105.2 12.1 93.85 88.61 85.31
4 华⼤基因 83.97 199.86 28 25.�36 20.96
5 ⾦域医学 82.44 56.45 52.69 45.25 37.92
6 乐普医疗 80.�39 3.12 77.96 63.�56 45.38
7 润达医疗 70.69 0.24 70.52 59.64 43.19
8 达安基因 53.41 386.35 10.98 14.79 15.42
9 圣湘⽣物 47.63 1203.53 3.65 3.03 2.25
10 科华⽣物 41.55 72.11 24.14 19.9 15.94
11 迈克⽣物 37.04 14.92 32.23 26.85 19.7
12 东⽅⽣物 32.65 788.83 3.67 2.86 2.24
13 安图⽣物 29.78 11.15 26.79 19.3 14
14 万孚⽣物 28.11 35.63 20.�72 16.5 11.45
15 万泰⽣物 23.54 98.88 11.84 9.83 9.5
16 理邦仪器 23.19 104.05 11.36 9.93 8.43
17 美康⽣物 23.02 -26.53 31.33 31.35 25.84
18 新产业 21.95 30.�52 16.82 13.84 11.41
19 塞⼒医疗 21.25 16.10 18.31 13.17 9.21
20 之江⽣物 20.�52 692.72 2.�59 2.24 1.93
21 三诺⽣物 20.15 13.33 17.78 15.51 10.33
22 硕世⽣物 17.40 502.�39 2.89 2.�31 1.87
23 ⻉瑞基因 15.4 -4.78 16.18 14.4 11.71
24 凯普⽣物 13.�54 85.�70 7.29 5.8 4.79
25 基蛋⽣物 11.23 16.02 9.68 6.86 4.89
26 明德⽣物 9.�59 429.43 1.81 1.76 1.65
27 迪瑞医疗 9.37 -7.09 10.09 9.33 8.68
28 阳普医疗 9.19 59.85 5.�75 5.5 5.5
29 九强⽣物 8.48 0.86 8.41 7.74 6.94
30 拱东医疗 8.3 50.03 5.5 4.83 4.31
31 博晖创新 7.�39 17.57 6.28 6.22 4.44
32 艾德⽣物 7.28 25.94 5.�78 4.39 3.3
33 普⻔科技 5.54 31.03 4.23 3.23 2.51
34 热景⽣物 5.14 144.06 2.1 1.87 1.42
35 透景⽣命 4.9 10.90 4.41 3.65 3.03
36 利德曼 4.72 -8.47 5.15 6.�55 5.76
37 安必平 3.75 5.�71 3.55 3.06 2.6
38 赛科希德 2.�22 -3.12 2.3 2 1.57
39 浩欧博 2.22 -14.38 2.59 2.01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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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净利润排名

排名 企业名 2020(亿元) 同⽐增⻓(%) 2019(亿元) 2018(亿元) 2017(亿元)

1 迈瑞医疗 66.58 42.24 46.85 37.26 26.01
2 圣湘⽣物 26.17 6528.00 0.39 0.07 -0.11
3 达安基因 24.49 2557.00 -0.4716 0.8651 0.9612
4 华⼤基因 20.9 656.43 2.785 4.078 4.237
5 乐普医疗 18.02 4.44 17.25 12.19 8.99
6 丽珠集团 17.15 31.63 13.03 10.82 44.29
7 东⽅⽣物 16.77 1943.00 0.7751 0.6396 0.3271
8 ⾦域医学 15.73 278.90 4.023 2.333 1.885
9 新产业 9.39 21.56 7.73 6.94 5.38
10 之江⽣物 9.32 1709.00 0.52 0.62 0.52
11 硕世⽣物 8.20 878.52 0.8376 0.6382 0.4267
12 迪安诊断 8.03 131.20 5.756 5.885 4.641
13 迈克⽣物 7.94 51.15 5.657 4.829 4.084
14 安图⽣物 7.48 -3.41 7.869 5.75 4.497
15 万泰⽣物 6.77 224.13 2.09 2.93 1.5
16 科华⽣物 6.75 233.�55 2.734 2.468 2.214
17 理邦仪器 6.53 395.37 1.32 0.93 0.44
18 万孚⽣物 6.34 63.67 3.87 3.466 2.251
19 明德⽣物 4.69 1029.00 0.4251 0.6247 0.6555
20 凯普⽣物 3.63 146.22 1.37 1.067 0.9176
21 润达医疗 3.3 6.61 5.111 4.32 2.973
22 基蛋⽣物 3.05 -10.29 3.499 2.506 1.938
23 美康⽣物 2.99 153.49 -5.766 2.48 2.576
24 迪瑞医疗 2.67 15.17 2.729 2.4 2.111
25 拱东医疗 2.26 98.86 1.14 0.85 0.44
26 ⻉瑞基因 2.11 -46.07 3.871 2.598 2.444
27 三诺⽣物 1.87 -25.45 2.507 3.104 2.579
28 艾德⽣物 1.80 33.11 1.355 1.267 0.9407
29 阳普医疗 1.63 524.48 0.3758 -1.443 0.1693
30 普⻔科技 1.44 43.15 1.006 0.8114 0.4759
31 透景⽣命 1.21 -23.�22 1.57 1.417 1.268
32 九强⽣物 1.12 -66.15 3.316 3.007 2.732
33 热景⽣物 1.12 230.80 0.3375 0.4819 0.3007
34 安必平 0.85 14.54 0.74 0.61 0.48
35 赛科希德 0.69 -2.61 0.71 0.57 0.29
36 塞⼒医疗 0.58 -47.87 1.424 1.164 1.066
37 浩欧博 0.57 -11.31 0.64 0.4 0.21
38 博晖创新 0.08 195.11 0.020 0.7751 0.4725
39 利德曼 -0.51 -908.09 0.2797 0.6216 1.01

2021年⼀季度营收排名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迈瑞医疗

圣湘⽣物

达安基因

华⼤基因

乐普医疗

丽珠集团

东⽅⽣物

⾦域医学

新产业

之江⽣物

硕世⽣物

迪安诊断

迈克⽣物

安图⽣物

万泰⽣物

科美诊断

万孚⽣物

明德⽣物

凯普⽣物

润达医疗

基蛋⽣物

美康⽣物

迪瑞医疗

拱东医疗

⻉瑞基因

三诺⽣物

艾德⽣物

阳普医疗

普⻔科技

透景⽣命

九强⽣物

热景⽣物

安必平

赛科希德

塞⼒医疗

浩欧博

博晖创新

利德曼

科华⽣物

奥泰⽣物

理邦仪器

诺⽲致源

企业名 2021⼀季度(亿元) 同⽐增⻓(%)

12.28
6.77

57.81

11.63

23.4

15.63

27.49

33.5

22.36

26.79

5.32

6.56

8.57

28.68

10.7

8.17

8.24

1.2

6.97

6.09

20.64

2.76

5.31

1.99

2.62

3.35

5.03

1.74

2.31

1.64

1.19

3.74

1

0.51

5.17

0.61

1.59

1.16

14.53

2.88

5.09

3.65

21.93

191.01

297.38

97.60

64.96

33.74

1926

128.81

84.37

201.37

327.46

87.13

106.14

48.44

165.05

103.52

26.27

2271

307.09

58.86

86.27

20.46

14.82

155.93

-9.46

18.85

91.65

56.43

34.54

310.20

231.58

3099

158.72

58.45

83.61

199.47

14.06

107.27

170.82

325.63

41.64

64.08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迈瑞医疗

圣湘⽣物

达安基因

华⼤基因

乐普医疗

丽珠集团

东⽅⽣物
⾦域医学

新产业

之江⽣物

硕世⽣物

迪安诊断

迈克⽣物

安图⽣物

万泰⽣物

科美诊断

万孚⽣物

明德⽣物

凯普⽣物

润达医疗

基蛋⽣物

美康⽣物

迪瑞医疗

拱东医疗

⻉瑞基因

三诺⽣物

艾德⽣物

阳普医疗

普⻔科技

透景⽣命

九强⽣物

热景⽣物

安必平

赛科希德

塞⼒医疗

浩欧博

博晖创新

利德曼

科华⽣物

奥泰⽣物

理邦仪器

诺⽲致源

企业名 2021⼀季度(亿元) 同⽐增⻓(%)

6.01
3.41

17.15

0.13

3.42

0.23

0.05

0.63

3.39

0.38

0.33

0.19

11.86

0.92

6.22

0.58

2.89

3.16

0.54

1.72

1.71

0.27

5.2

0.45

3.87

0.21

-0.1

0.33

1.55

1.68

1.12

11.29

5.25

0.43

0.06

1.50

1.76

0.79

3.13

5.38

1.25

7.26

30.59

350.07

584.5

220.62

120.54

44.89

4990

253.69

152.74

451.46

2601

189.78

222.21

53.93

310.61

221.52

43.28

17448.99

771.05

84.15

169.87

30.12

-29.23

273.96

-65.95

22.17

201.56

58.84

51.82

780.50

505.59

117191.05

274.94

67.59

140.52

368.54

-54.40

232.18

314.80

1023

53.08

89.17

2021年⼀季度净利排名

Performance ra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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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对科华来说是“不平凡”的⼀年。

科华⽣物成⽴于1998年，2004年就在深交所
上市，是我国第⼀家上市的IVD企业。

科华⽣物曾经是中国⽣产量最⼤、市场占⽤
率最⾼、品类最⻬全的体外诊断企业，
2015年最⾼市值曾达到300多亿，但截⽌今
年4⽉30⽇市值是90亿多⼀点。

科华⽣物主营有⽣化、免疫、分⼦诊断三个
领域，其中⽣化诊断是公司的拳头业务。新
兴业务分⼦诊断领域基本上是并购过来的。

科华⽣物

九强未来发展还是很有潜⼒的。

九强⽣物1996年步⼊体外诊断⾏业，以进⼝
产品代理起步，2001年开启⾃主研发替代之
路，2013年起与雅培、罗⽒、⽇⽴、迈瑞等
国内外知名企业陆续建⽴起⽣化战略合作关
系。

公司在⽣化试剂领域具有较⾼市场份额。除
了⽣化试剂之外，公司通过并购拓宽产品
线。

2017年，通过收购北京美创拥有了完整⾎凝
仪器及试剂产线，正式进军⾎凝赛道。

2020年4⽉，国药投资成为公司的第⼀⼤股
东，在销售渠道、产品整合等⽅⾯为九强⽣物
提供有⼒⽀持。

2020年9⽉，通过收购迈新⽣物，九强成为诊
断试剂领域产品最⻬全的公司之⼀，业务覆
盖包括⽣化、⾎凝、⾎型卡和肿瘤细胞筛查及
术后肿瘤组织切⽚的临床诊断领域。依据业
内对迈新⽣物的竞争⼒和病理市场景⽓度的
判断，认为迈新⽣物的增⻓或将超预期，九强
⽣物对迈新⽣物的收购有利于公司提升业绩
确定性和综合竞争⼒。

2021年5⽉13⽇，雅培⼜与九强⽣物签署合作
协议，合作⽣产适⽤于雅培⾃动化诊断系统
的专⽤试剂。据悉，2013年，雅培就与九强
⽣物合作⽣产⽤于雅培ARCHITECT实验室检
测系统专⽤试剂。

虽然2020年财报显⽰，九强98.56%的业务在
国内，⽬前海外市场占⽐公司营收体量较
⼩，但有迈新的加持，有国药集团对⽣化试
剂的渠道赋能，还有与国内外⽣化巨头的深
度合作等，笔者认为九强的⽣化业务能够迎
来⾼于⾏业的增速。

九强⽣物

营业总收⼊⾼速增⻓

营业总收⼊

14.53亿元 同⽐��+17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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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华⽣物（00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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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总收⼊⾼速增⻓

营业总收⼊

3.74亿元 同⽐��+23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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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53 1.72 1.13

3.14

2017⼀季 2018⼀季 2019⼀季 2020⼀季 2021⼀季

200％

150％

100％

50％

0％

���九强⽣物（30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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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话总结2021年⼀季度

01总营收榜上
总营收榜上，热景、明德、东⽅⽣物3家企业营收增⻓超10倍，17家企业营收翻倍，仅1家企业负增⻓。

02净利润榜上
净利润榜上，热景“⼀骑绝尘”，净利超千倍；明德超百倍；迪安诊断、东⽅⽣物、⾦域医学超10倍，仅3家企业负增⻓。

03⼀季度报业绩喜⼈
⼀季度报业绩喜⼈，或与对⽐基数⼩有关，不能盲⽬乐观。

04其他
此外，很多IVD企业也进⾏了营销改⾰，业绩暴增或受益于整体运营能⼒的提升。

营业总收⼊⾼速增⻓

营业总收⼊

57.81亿元 同⽐��+21.93％

营业总收⼊(亿元) 同⽐增⻓

32.36
39.06

4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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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

迈瑞医疗(300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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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mune + 

Biochemical group

科华在⽣化诊断领域的销售模式曾经是“仪
器+试剂封闭化模式”，但在2020年的年报
上，我们看到已经有了变化，公司92个⽣化
试剂项⽬，可适配公司⾃产卓越系列⽣化分
析仪和Polaris系列全⾃动模块化⽣化分析系
统以及⽬前市场上主流进⼝品牌的全⾃动⽣
化分析仪。

2020年5⽉10⽇，格⼒地产正式成为科华⽣物
⼤股东！但在同年12⽉30⽇晚间，科华⽣物
发布公告称，收到监事会主席鲁君四（同为格
⼒地产的董事⻓）的通知，因涉嫌证券市场内
幕交易违法⾏为，中国证监会按照相关规定

对其下达调查通知书。鲁君四被⽴案调查事
件披露之后，第⼆天，科华⽣物股价跌了
8.00%。但鲁君四被⽴案调查的真实原因是
否涉及到科华⽣物并不得⽽知。

今年5⽉12⽇晚间，圣湘⽣物发布公告：圣湘
⽣物与珠海保联协商⼀致，通过协议⽅式购
买 保 联 资 产 持 有 的 上 海 科 华 ⽣ 物
95,863,038股股份（占科华⽣物总股本的
18.63%），购买价格为⼈⺠币19.5亿元，折
合每股⼈⺠币20.34元，圣湘⽣物将以⾃有资
⾦完成前述收购。圣湘⽣物成为科华最⼤股
东。

2、免疫+⽣化组：安图、迈克、迈瑞、迪瑞

⻰头们的PK

����1、⽣化诊断组：科华、九强

在体外诊断⾏业，⽣化诊断是临床最常⽤的
⼀类检查。经过三⼗余年的发展，⽣化诊断
已成为我国IVD产业中发展最为成熟的细分领
域，试剂基本上已全部实现国产化，⼤部分
仪器也已国产化。⽣化诊断市场占整个IVD市
场的30%左右，仅次于免疫诊断的市场份
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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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图⽣物是免疫领域化学发光⻰头。安图主
要是国内业务，卡位全国⼆级以上医院，海
外占⽐很低。安图⽣物的主要收⼊依次是免
疫诊断、微⽣物诊断、⽣化诊断，其中⽣化
诊断业务是通过并购布局的。

安图⽣物⼀直以来给⼈的感觉就是营收增⻓
⽐较稳，排名也⽐较靠前。但2020年，在⼀
众IVD上市企业⾥⾯，安图⽣物的表现并不理
想，这与没能及时进⼊新冠检测市场有关。
在财报上，安图⽣物对此也做了说明，除了
⾏业政策变化和市场竞争加剧外，新冠疫情
导致的医院临床⼈数减少，也是⼀个重要因
素。

此外，安图⽣物的⽑利率⽔平在体外诊断⾏
业中并不算⾼，只能算中等⽔平，最⾼的是
新产业。当然，安图也有⾃⼰的优势：

01业务积累
业务积累，三甲医院数量第⼀。

02研发投⼊领先
董事⻓苗拥军在今年年初接受媒体采访时曾
表⽰，未来五年安图⽣物将继续加⼤研发的
投⼊⼒度，“⼗四五”（2021-2025年）期
间，公司的研发投⼊预计将达40亿—50亿
元。

03未来空间巨⼤
流⽔化检测已经撕开⼀个市场⼝⼦，技术领
先，未来空间巨⼤。

安图⽣物

迈克⽣物是较早提出全产品线、全产链布局
的国内体外诊断⽣产企业，公司⾃主产品已
涵盖⽣化、免疫、⾎液、分⼦诊断、快速检
测、病理等多个产品平台。

迈克⽣物在2020年表现⼗分亮眼，其新冠检
测产品在多个省份低价中标，⽤16.78元的价
格撕开核酸检测市场，击败众多业界⽼兵。
虽然迈克的核酸检测试剂不断降价，但股价
和市值却不断创造新⾼。

不得不说，迈克此举还是很⾼的，到2020年
第⼆季度，公司以核酸为主的新冠病毒检测
产品就累计实现销售收⼊2.15亿元了，更为
重要的是，还带动了⾃主产品销售收⼊增
⻓，迈克的全⾃动⾎细胞分析仪、全⾃动化
学发光免疫分析仪i3000及i1000的装机快速
推进，上半年装机量超过2019年全年⽔平。

在新冠检测产品之前，我们查询该公司以往
的资料显⽰，发现并没有在分⼦诊断⽅⾯有
产品推出和明确布局，主要还是集中在⽣化
免疫类产品的销售和服务上。因此这也不排
除是迈克是想借助新冠试剂盒的低价强势⼊
场，直接切⼊分⼦市场。

迈克⽣物

在国产医疗器械⾏业，迈瑞是绝对的⻰头，
它的⼀举⼀动都备受⾏业关注。虽然IVD并不
是他最主营的业务，但在国内IVD⼚商中，它
的市场占有率却是最⾼的。

2020年，除了在新冠疫情中靠呼吸机等⽣命
信息与⽀持领域产品“⼤杀四⽅”，迈瑞其
他布局给⼈留下的深刻印象也很多：

2021年1⽉
2021年1⽉，迈瑞与中⽣捷诺，达成战略合
作，共同研发新冠疫苗免疫效果中和抗体化
学发光检测试剂盒，为疫苗接种后的效果评
价提供可靠的检测⼿段。

2020年11⽉6⽇
2020年11⽉6⽇，企查查显⽰，迈瑞医疗成⽴
动物医疗科技新公司，进军400亿兽⽤医疗新
市场！

2020年9⽉20⽇
2020年9⽉20⽇，迈瑞医疗公布在微创外科领
域的最新布局，公司选择从微创外科领域的
核⼼产品硬镜系统作为切⼊点，⽬前已经推
出了⾼清和�4K�两款腹腔镜系统。

2020年6⽉20⽇
2020年6⽉20⽇上午，迈瑞医疗全球第⼆总部
基地在武汉开⼯建设，该基地项⽬建设内容
包括⻣科植⼊物及⼿术治疗设备制造、检验
试剂制造、⽣物原材料制备、微创⼿术设备
制造等。⽆疑，迈瑞⼜将⽬光瞄向⻣科赛
道。

此外，迈瑞的各级实验室虽然2020年才引⼈
注⽬，但实际上这个布局从2017年就已经开
始。“迈瑞规范化实验室”包括：基于⼤三
甲医院的“⽰范性实验室”、三级医院的
“标准化实验室”和基层医疗机构的“规范
化实验室”等。

今年3⽉，迈瑞医疗⼜发布了迈瑞智检实验
室，融合产品、物联⽹、⼤数据、⼈⼯智
能,为实验室管理提供全新体验。

迈瑞医疗

提起迪瑞医疗，很多⼈都对它在尿检细分领
域的领先地位更为印象深刻。

⽇前，笔者有机会⾛进迪瑞医疗⻓春总部，
近距离观看迪瑞医疗的全线产品。实际上，
迪瑞医疗产品已经涵盖⽣化及免疫全领域，
实现了以尿液和⽣化为基础⾯向医院检验科
的多元化发展。更为重要的是，迪瑞的产品
全部实现⾃主研发。

迪瑞医疗深耕体外诊断领域⼆⼗余年，拥有
涵盖“⽣化分析、尿液分析、⾎细胞分析、
化学发光免疫分析、妇科分泌物分析、凝⾎
分析、整体化实验室”体外诊断7⼤细分领域
的全产品线。尤其是全⾃动妇科分析系统、
尿液分析流⽔线、⽣化免疫流⽔线、集约化
实验室等全部拥有⾃主知识产权。

2020年，华润以基⾦形式⼊主，迪瑞医疗成
为华润医疗器械业务重要平台。

据迪瑞医疗披露的2021年⼀季报，其国际市
场增⻓和新产品增⻓成为亮点。据悉，迪瑞
⽬前国内、国际渠道稳定，产品已销售到全
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

公司通过欧盟的CE认证产品达到266项，部分
产品通过美国FDA认证，公司⽣化分析仪器糖
化⾎红蛋⽩检测通过了美国国家糖化⾎红蛋
⽩标准化计划（NGSP）认证。

迪瑞医疗

上市⾸年，新产业就创下了不俗的业绩。

⾃2020年5⽉12⽇在创业板挂牌上市，历经
连续14个交易⽇涨停后，市值较发⾏时翻了
近四倍，总市值⼀度冲破663亿⼤关。⽬前
新产业市值已经超过安图⽣物。实际上，年
轻的新产业并不年轻，1995年成⽴到现在已
经深耕体外诊断26年，⽐安图还要年⻓三
岁。

有别于安图⽣物等竞争对⼿，新产业⽣物⼀
开始就切⼊化学发光领域，专攻免疫诊断中
的化学发光技术。是化学发光领域国内唯⼀
⼀家同时拥有纳⽶磁性微球、发光试剂、全
⾃动化学发光仪器、试剂原料四⼤技术平台
的公司。

⽹上数据可查，2019年底，新产业的国内装
机量是超过6800台；截⾄2020年3⽉，公司
全球装机超过13000台；⽽最新数据显⽰，
公司各型号全⾃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全球
累积装机超过1.6万台，发展不可谓不快！

新产业⽬前在仪器装机数量和试剂销售品类
均有显著领先优势，构筑了护城河。与之对
应的是，公司综合⽑利率接近80%。

营业总收⼊⾼速增⻓

营业总收⼊

5.32亿元 同⽐��+84.37％

营业总收⼊(亿元) 同⽐增⻓

3.15 2.89

5.32

2019⼀季 2020⼀季 2021⼀季

60％
40％
20％
0�

-20％

新产业（300832）

2021第⼀季度业绩报告

80％
100％

3.纯免疫组：新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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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提到了去年刚刚上市的新产业，我们也⼀起来看看2020年上市的12家企业营收情况。下表表格
可以看出，12家上市企业全部实现营收和净利润的增⻓，未来⼗分可期。

COVID-19爆发带来的检测业务为POCT⼚商带来短期爆发式业务增量，⽽在⼈⼝⽼龄化、⼈均
可⽀配收⼊与⼈均医疗保健⽀出持续增加、分级诊疗制度推进、诊断技术不断进步的背景
下，POCT⾏业将会迎来更⾼速、且⻓期可持续的发展。

根据测算，⽬前国内POCT市场规模（不含⾎糖）为70亿⼈⺠币，未来仍有1.5倍市场空间等待
挖掘。

除去国际巨头，国内POCT赛道同样玩家众多，竞争激烈。整个⾏业仍处于多巨头竞争的格局
下，还没有出现⾏业的绝对⻰头，万孚⽣物、基蛋⽣物和明德⽣物并称POCT三巨头。

万孚⽣物

公司成⽴于1992年，于2015年在创业板上
市。⾃上市以来，万孚⽣物已经连续6年保持
营收净利两位数的快速增⻓势头。

相较于其他同⾏业公司，万孚⽣物的技术平
台和产品线最为完善，且在POCT⾏业建⽴较
⼤幅度综合优势。作为中国POCT的领军企
业，万孚在疫情爆发初期就成功研发了2019-
nCoV新型冠状病毒抗原检测试剂和抗体检测
试剂。

万 孚 ⽣ 物 研 发 的 新 型 冠 状 病 毒 （ 2019-
nCoV）抗原检测试剂盒（胶体⾦法），是我
国三个被批准的新冠病毒抗原检测试剂之
⼀。此外，疫情也促进了其POCT产品在不同
场景下的应⽤。

与其他领域不同的是，POCT企业的⻓期成⻓
不依赖于⼤市场容量的明星项⽬，⽽在于产
品序列的全⾯性和产品迭代的及时性。

2020年万孚⽣物研发投⼊达3.19亿元，同⽐
增⻓68.11%，创下历史新⾼。公司研发⼈员
数量持续增⻓，由2018年457⼈增⾄2020年
706⼈。公司研发投⼊重点主要在化学发光与
分⼦诊断平台两个⽅⾯。天眼查显⽰，截⾄
2020年 底 ， 万 孚 ⽣ 物 共 有 授 权 有 效 专 利
263件。

不⾜的是，POCT的好⾏业特性主要表现在整
个⾏业⽑利率都很⾼，但在“三巨头”中，
万孚⽣物的⽑利净利率表现相对较弱。

基蛋⽣物

2019年在33家IVD上市公司中增⻓率位居榜⾸
的基蛋，在2020年有点沉寂。虽然在股市上
仍然呈增⻓趋势，但却很少被提及。尤其是
与同为以POCT产品为核⼼的万孚相⽐，被拉
开的差距不是⼀般的⼤。

明德⽣物

受核酸检测+POCT国产化双重红利，明德⽣
物迎来了业绩的⼤涨。明德⽣物2020年业绩
同⽐预增10倍左右，六成营收来⾃新冠检测
试剂盒。

明德⽣物是国内在POCT⾮⾎糖领域的领军企
业。以⼼脑⾎管及感染类疾病为主，拥有感
染性疾病系列、⼼脑⾎管疾病系列、肾疾病
系列、糖尿病系列、妇产科优⽣优育系列、
健康体检系列等六⼤类产品，其中在感染类
检测试剂领域具有先发优势，话语权较强，
是国内第―家实现PCT降钙素原、S100-β蛋
⽩全⾎床旁快速检测的企业。随着国产产品
技术的不断迭代，POCT⾏业的进⼝替代市场
增量空间较⼤。

今年或是IVD业绩暴增的⼀年

笔者预判，2021年或是IVD企业业绩暴增的⼀年。理由如下：

01常规检测恢复
2020年同期，因国内疫情原因，医院⻔诊量下降。随着国内疫情基本平稳，医疗机构诊疗秩
序恢复如常，⻔诊量的逐步恢复，常规产品销售已恢复常态。加之之前因疫情耽搁了⼀些疾
病的检测和治疗，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今年的⻔诊量和住院量都会⽐去年乃⾄2019年更
⼤。

02新冠检测需求仍有
国内疫情虽然已经⽇趋平稳，但国内的零星散发，以及国外新冠检测需求旺盛，对新冠检测
产品仍有较⼤需求量。同时，国内国⺠经济⽣活复⼯复产对疫情防控需要，对新冠检测相关
产品也会继续存在较⼤的市场需求。

03海外业务增⻓
全球范围内，新冠疫情仍远未结束，新冠也给中国⼴⼤IVD⼚家将迎来⼀次绝好的“出海”机
会。未来⼀段时间，中国的新冠检测产品肯定能实现更多的海外销售，在全球范围内塑造中
国影响⼒。

12 赛科希德 0.51 58.45 0.19 451.46

2021年⼀季度营收排名

排名 企业名 2021年一季度营收

(亿元)

 同比増长(%) 2020年一季度净利润

(亿元)

 同比増长(％)

1 东方生物 22.36 1926 11.86 2601

2 圣湘生物 11.63 191.01 6.22 222.21

3 万泰生物 8.24 165.05 2.89 310.61

4 之江生物 6.56 201.37 3.16 221.52

5 新产业 5.32 84.37 1.68 51.82

6 诺禾致源 3.65 64.08 0.33 152.74

7 奥泰生物 2.88 325.63 1.50 368.54

8 拱东医疗 2.62 155.93 0.79 232.18

9 科美诊断 1.2 103.52 0.38 253.69

10 安必平 1 158.72 0.27 169.87

11 浩欧博 0.61 199.47 0.13 350.07

营业总收⼊⾼速增⻓

营业总收⼊

6.97亿元

万孚⽣物（300482）

2021第⼀季度业绩报告

营业总收⼊⾼速增⻓

营业总收⼊

2.76亿元

基蛋� � （603387）

2021第⼀季度业绩报告

营业总收⼊⾼速增⻓

营业总收⼊

6.77亿元

明德� � （002932）

2021第⼀季度业绩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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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POCT组：万孚、基蛋、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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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耗材暴跌90%！
⼈⺠⽇报发声
来源：CHC医疗传媒

京津冀“3+N”联盟冠脉扩张球囊类医⽤耗材
带量联动采购中选结果在天津公布，据⼈⺠
⽇报最新消息，经过本次集采，联盟地区冠
脉扩张球囊价格从均价3401元下降⾄319元，
与2020年相⽐，相同企业的相同产品平均降
价90%。

该结果⼀出，⽆疑给⾏业从业者⼀记重拳，
现如今距离落地已经过去了近3个⽉，执⾏情
况如何，⽣产企业、经销商⼜正⾯临怎样的
处境呢？

⼀、⼈⺠⽇报：
“最低价中标”该改改了！

事实上⾃冠脉扩张球囊类医⽤耗材带量联动
采购执⾏以来，部分招标单位在招标环节忽
视质量要求，唯价格论，造成中标价低于甚
⾄远低于成本价的现象屡⻅不鲜。

这些以低于成本价中标的企业，为获取利
润，只能在原材料采购、⽣产制造等⽅⾯压
缩成本，以牺牲产品质量来弥补亏损，从⽽
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现象。此前，⼈⺠⽇
报评价，“最低价中标”该改改了！

1.“最低价中标”为何⻛⾏？

“最低价中标”的法律依据是《招标投标
法》。我国《招标投标法》规定，中标⼈的投
标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之⼀：

“（⼀）能够最⼤限度地满⾜招标⽂件中规定
的各项综合评价标准；（⼆）能够满⾜招标⽂
件的实质性要求，并且经评审的投标价格最
低；但是投标价格低于成本的除外。”

此外，《评标委员会和评标⽅法暂⾏规定》第
⼆⼗九条也明确规定：“评标⽅法包括经评审
的最低投标价法、综合评估法或者法律、⾏政
法规允许的其他评标⽅法。”

从以上法条可以看出，我国实施的评标⽅法并
不唯⼀。那么，为何在实际操作中，价格往往
成为评标的唯⼀要素？——担⼼“说不清”
“犯错误”，规避“履职⻛险”，是些地⽅和
企业倾向于“最低价中标”重要原因。

2.“最低价中标”危害甚⼤！

“原料⼀吨8000元，可项⽬中标价格居然只
有六七千元，结果往往是造假的胜利，做优
的出局”⼀套⾃动售检装备，中标价居然⽐
制造成本还低30%。这不是天⽅夜谭，⽽是
让不少企业⽆奈的招标现实。

当有的企业每年拿出很多利润来搞研发、创
新，提升产品质量时，个别企业靠偷⼯减
料、假冒仿制也能同台竞技，甚⾄竞争成
功。⻓此以往，就没有企业愿意花精⼒搞研
发和创新。这不仅严重扰乱了市场经营秩
序，对整个制造业也是⼀个打击。

今年3⽉

People's Daily speaks out

⼆、最⾼降幅94%国采下⼀站正⾯临“最低价中标”⻛险

继冠脉球囊集采落地后，4⽉1⽇，国家组织
⾼值医⽤耗材联合采购办公室发布《关于开
展部分⻣科类⾼值医⽤耗材产品信息采集⼯
作的通知》。

基于冠脉⽀架⾸采经验及前期⼯作的推进，
第⼆批⾼值耗材集采启动速度明显加快，5⽉
15⽇，由河南省牵头⼗⼆省省际联盟就已计
划开展⻣科创伤类医⽤耗材联合带量采购，
采购品种为接⻣板及配套螺钉、髓内钉及配
件、中空螺钉（空⼼螺钉）等医⽤耗材。

6⽉9⽇，安徽省医药集中采购服务中⼼就《安
徽 省 ⻣ 科 植 ⼊ 脊 柱 类 集 中 带 量 采 购 ⽂
件》、《关于开展安徽省眼科⼈⼯晶体带量
联动采购⼯作的公告》公开向社会征求意
⻅，其中采购品种为⻣科植⼊-脊柱类、眼科
⼈⼯晶体类。

显⽽易⻅，同样作为临床⽤量较⼤、采购⾦
额较⾼、临床使⽤较成熟、市场竞争较充
分、同质化⽔平较⾼的⾼值医⽤耗材——⻣

事实上在集采调查中，多位企业负责⼈建
议，在产品招标中，修改“经评审的最低投
标价法”，防范恶意低价投标。

企业⼀致表⽰，“最低价中标”影响正当竞
争、降低产品质量，已经成为振兴实体经济
的障碍。它不仅不利于供给侧结构性改⾰的
实施，不利于实施质量强国、品牌兴国等国
家战略，还会埋下重⼤安全隐患。为此，企
业建议应尽快取消商务标“唯低价是取”和
“最低价中标”模式。我国应建⽴健全法律
法规，在产品招标中，修改“经评审的最低
投标价法”模式，采⽤“经评审的平均投标
价法”；其次，要形成⾏业成本价格体系，
防范恶意低价投标；最后，还要建⽴诚信体
系，健全失信惩罚机制。

对此⼈⺠⽇报认为，我们应该顺应和把握好
这⼀有利于提升产品质量的趋势，使现⾏法
律规定更具可操作性，维护优胜劣汰的市场
规则，使守法企业⼀路绿灯、违法企业处处
受阻，让企业主动对产品负责、对消费者负
责、对社会负责。

质量是企业的⽴⾝之本。我国产品质量法也
规定，企业要承担产品质量的主体责任。提
升产品质量归根到底要靠企业⾃⾝，只有⼀
件件产品都有质量、⼀家家企业都以质量为
⽬标，经济发展才更有质量。当前，中国产
业结构正悄然发⽣变化，⾼端制造业、现代
服务业等领域将成为产业投资的热点。这些
领域的竞争将更加激烈，对质量和品牌的要
求会更⾼，只有坚持以质量为本，把质量问
题上升到价值观和现代企业理念的层⾯来认
识，我们才可能后来居上，确⽴⾃⾝在国际
竞争中的优势。

三、“最低价中标”不应延续！

科，将成为下⼀轮集采的重点。

事实上据联盟菌整理，⻣科关节已在安徽、
江苏、浙江、福建等多地进⾏集采试点，且
降价明显，其中：

安徽降幅排名前三，关节类平均降幅达
8 2 % ， 脊 柱 类 平 均 降 幅 达 5 3 % ；
江苏紧随其后，2019年，髋关节类平均降幅
达47%，2020年，膝关节降幅达到了67%，
另外，在创伤领域，江苏部分市区如徐州、
南通，均降幅达47%左右。此外，福建、⼭
东、⻘海等地区⻣科降价动作频频，其中福
建降幅较低，平均降幅约为32%。

2020年底，根据⼭东七市联盟带量采购结果
显 ⽰，⻣ 科 创 伤 类 产 品（如：普 通 接 ⻣
板、锁定接⻣板、髓内钉系统）均遭“⻣折
价”，最⾼降幅达94%，关节类产品平均降
价86%，其中某置换⼈⼯髋关节，由原来9万
2千元直降⾄4133元。

A�large�number�
of�consumables�
plummeted�by�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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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次⼈⼝普查
数据背后的医疗需求
来源：CACLP体外诊断资讯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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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medical�
needs�behind�
the�7th�census�data

“⼤国点名、没你不⾏”！！700多万普查⼈
员不辞⾟苦，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迎难
⽽上如期完成了 14亿⼈⼝普查的庞⼤⼯
程。据普查数据官⽅显⽰，2020年中国总⼈
⼝为141,178万⼈，未实现《国家⼈⼝发展规
划 （2016-2030年 ）》预 期 的 2020年 达 到
14.2亿的⼈⼝规划。2010-2020年年平均增
⻓ 率 0.53%，较 2000-2010年 的 0.57%下 降
0.04个百分点，近10年⼈⼝低速增⻓。中国
⼈⼝从8亿到10亿，花了12年；从10亿到12
亿，花了14年；从12亿到14亿，花了24年。

⼈⼝和疾病都是当代⼈类社会的重⼤问题，
从历史上看，⼈⼝的规模，密度直接影响着
疾病的产⽣，演化和疾病类型的变动，反
之，疾病的产⽣和漫延，⼜直接影响着⼈⼝
数量和寿命⻓短。从当代世界⼈⼝现状看，
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出⽣率、死亡率和⾃然增
⻓率，与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平均寿命和
特定的疾病类型相关联。

本⽂不对⼈⼝发展的内在规律、⼈⼝与经济
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否全⾯放开并⿎励
⽣育等话题展开深度剖析，仅针对以下⼏个
⽅⾯简短的阐述最新的⼈⼝数据将会引发何
种IVD⾏业的需求，欢迎业界同仁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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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化的加深、失能⽼⼈数量加⼤，
使得市场化、⾼性价⽐、社区型的医养结合服务需求或许呈爆发式增⻓，
间接影响了边际消费倾向最⾼的中⻘年，有利于监测产品的消费：

从年龄构成看。据普查数据显⽰，全国⼈⼝
年龄构成如下：

0—14岁⼈⼝为253,383,938⼈，占17.95%；
15—59岁 ⼈ ⼝ 为 8 9 4 , 3 7 6 , 0 2 0⼈ ，占
63.35%；
60岁 及 以 上 ⼈ ⼝ 为 264,018,766⼈ ，占
1 8 . 7 0 % ， 其 中 6 5 岁 及 以 上 ⼈ ⼝ 为
190,635,280⼈，占13.50%。

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普查相⽐：

0—14岁⼈⼝的⽐重上升1.35个百分点，
15—59岁⼈⼝的⽐重下降6.79个百分点，
60岁及以上⼈⼝的⽐重上升5.44个百分点，
65岁及以上⼈⼝的⽐重上升4.63个百分点。

全国⼈⼝年龄构成

年龄 ⼈⼝数 ⽐重

总计
0-14岁
15-59�

60岁及以上
其中：65岁及以上

1411778724

253383938

894376020

264018766

190635280 13.50

18.70

63.35

17.95

100.00

单位：⼈％

从上述表格可以看出，⼈⼝⽼龄化程度进⼀步加深，未来⼀段时期将持续⾯临⼈⼝⻓期均衡发
展的压⼒。

地区⼈⼝年龄构成：

31个省份中，15—59岁⼈⼝⽐重在65%以上
的省份有13个，在60%—65%之间的省份有
15个，在60%以下的省份有3个。
�
其他30个省份65岁及以上⽼年⼈⼝⽐重均超
过7%，其中，12个省份65岁及以上⽼年⼈⼝
⽐重超过14%（除西藏）。其中辽宁省的
60岁以上⽼⼈占⽐最多为25.72%，其中65岁
以上的⽼⼈占⽐17.42%；

地区

全国
北京
天津
河北
⼭西
内蒙古
辽宁
吉林
⿊⻰江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福建
江西
⼭东
河南
湖北
湖南
⼴东
⼴西
海南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西藏
陕西
⽢肃
⻘海
宁夏
新疆

各地区⼈⼝年龄构成

⽐重

17.95

单位：⼈％

0-14岁 15-59岁 60岁及以上 其中：65岁及以上

63.35 18.70 13.50

11.84 68.53 19.63 13.30

13.47 64.87 21.66 14.75

20.22 59.92 19.85 13.92

16.35 64.72 18.92 12.90

14.04 66.17 19.78 13.50

11.12 63.16 25.72 17.42

11.71 65.23 23.06 15.61

10.32 66.46 23.22 15.61

9.80 66.82 23.38 16.28

15.21 62.95 21.84 16.20

13.45 67.86 18.70 13.27

19.24 61.96 18.79 15.01

19.32 64.70 15.98 11.10

21.96 61.17 16.87 11.89

18.78 60.32 20.90 15.13

23.14 58.79 18.08 13.49

16.31 63.26 20.42 14.59

19.52 60.60 19.88 14.81

18.85 68.80 12.35 8.58

23.63 59.69 16.69 12.20

19.97 65.38 14.65 10.43

15.91 62.22 21.87 17.08

16.10 62.19 21.71 16.93

23.97 60.65 15.38 11.56

19.57 65.52 14.91 10.75

24.53 66.95 8.52 5.67

17.33 63.46 19.20 13.32

19.40 63.57 17.03 9.62

20.81 67.04 12.14 8.68

20.38 66.09 13.52 9.62

22.46 66.26 11.28 7.76

Population 
Ageing

The aging of the population is 
deepening, and the number of disabled 

elderly people is increa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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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1976年的婴⼉潮⼈⼝加速步⼊⽼龄化，退出劳动⼒市场。前⾯
享受了多⼤的⼈⼝红利，后⾯就要背负多⼤的⽼龄化负担。未来养⽼
负担、社保⽀出和政府债务将⼤幅上升，因此未来医药、养⽼、医疗
等⾏业都是⼤赛道，⼈们议论健康需求变得更⼤、更深、更多元
化，因此医疗健康产业的继续爆发是必然的。
�
⽬前我国已经有12个省份进⼊深度⽼龄化阶段，分别是辽宁、重庆、
四川、上海、江苏、吉林、⿊⻰江、⼭东、安徽、湖南、天津和湖
北。⽼龄⼈⼝数量快速增⻓，对应的⽼年病相关的医疗健康需求变
⼤，涉及到⾼⾎压、糖尿病、⼼脏病、中⻛、肾衰等疾病，尤其是⽣
命后期不可避免的失能⽼⼈数量加⼤，养⽼服务的压⼒巨⼤，市场
化、⾼性价⽐、社区型的医养结合服务需求可能会爆发式增⻓。⽼龄

⼆、不同地域、不同年龄段男⼥⽐重
医疗需求各有差异：

从性别构成看，男性⼈⼝为723,339,956⼈，
⼥ 性 ⼈ ⼝ 为 688,438,768⼈ ， 差 值 为
34,901,188⼈，2020年性别⽐为105.07，男
性⽐⼥性多3490万：

较⾼性别⽐省份：

从家庭结构上看，全国共有家庭⼾49,416万
⼾，家庭⼾⼈⼝为129,281万⼈，平均每个家
庭⼾的⼈⼝为2.62⼈，⽐2010年的3.10⼈减
少0.48⼈，家庭⼾规模继续缩⼩。教育⽅⾯
拥有⼤学⽂化程度⼈⼝数量上升，每10万⼈
中具有⼤学⽂化程度的为15,467⼈，⼈⼝素
质不断提⾼。另外，城镇的⼈⼝为90,199万
⼈，占63.89%，⼯业化、城镇/市化、⼩家
庭、⾼学历这⼏个个因素，对医疗健康⾏业
⽽⾔，都有助于促进互联⽹医疗和⾼品质、
个性化健康需求的增⻓。⽆论是互联⽹医疗
平台，还是上线互联⽹的医⽣个⼈，甚⾄互
联⽹医疗产业内的运营者，都值得尝试在这
个领域的培育和深耕，未来可期。
�
除上述⼏点外，⽣育率逐年降低将会对⺟婴
市场的⾼质量服务需求有所增加。低⽣育
率，意味着⺟婴健康⾏业的直接⽤⼾在不断
减少，但同时受消费升级以及育⼉观念转变
的影响，越来越多的⼥性和家庭愿意在育⼉
⽅⾯投⼊更多精⼒和⾦钱，市场对于⾼质量
⺟婴孕产服务的需求也越来越⾼。未来，选
择⽣育的，多为⽣育意愿强烈或者经济压⼒
⼩这两类家庭，前者⽀付意愿强，后者⽀付
能⼒强，两者都有利于⽀撑⺟婴健康市场发
展。在这⼀市场情况下，企业应当注重从⽤
⼾数量转向服务质量，同时结合消费者实际
需求开展服务，这也有助于⺟婴⾏业的健康
发展。

全国卫⽣产业企业管理协会医学检验产业分
会宋海波会⻓坦⾔，我国14.1亿多⼈⼝，这
正是我国IVD产业⻓期向好的最⼤⽀持要素！

三、家庭⼾规模缩⼩与低⽣育率有望促进互联
⽹医疗、⾼品质与个性化健康需求：

Medical�
needs�behind�the�seventh�
census�data

化也间接影响了边际消费倾向最⾼的中⻘年，他们对于监测产品的消
费态度更加直接，所涉及的⾎压、⾎糖、呼吸等的天花板都会被再度
打开。
�
⼈⼝趋势向城市群都市圈集聚，东北、西北⼈⼝持续流出。珠三⻆⼈
⼝结构最为年轻，⼈⼝增加最快的第⼀经济⼤省⼴东，65岁及以上⼈
⼝占⽐仅为8.58%，位居全国倒数第三，离深度⽼龄化还有较远的距
离，由此可⻅，珠三⻆的⼈⼝结构要⽐⻓三⻆年轻不少，“⼈⼝红
利”优势更为突出。珠三⻆的年轻态，经济发达、相对富裕、医疗资
源充⾜等⽅⾯很⼤层⾯上会促进公共卫⽣服务的发展，社会办医预计
也将蓬勃发展。

It is inevitable that 

The medical and health industry 

Will continue to break out

地区 男性比重 女性比重 性别比

广东 53.07 46.93 113.08

海南 53.02 46.98 112.86

西藏 52.45 47.55 110.32

浙江 52.16 47.84 109.04

上海 51.77 48.23 107.33

云南 51.73 48.27 107.16

广西 51.7 48.3 107.04

福建 51.68 48.32 106.94

新疆 51.66 48.34 106.85

江西 51.6 48.4 106.62

天津 51.53 48.47 106.31

湖北 51.42 48.58 105.83



⾏业简讯
整理：成凤

来源：沃⽂特⽣物

5⽉13⽇ -16⽇，“创新科技·智领未来”第

84届中国国际医疗器械博览会在上海国家会

展中⼼盛⼤举⾏，国内外近5000家品牌企业

⻬聚上海，迈瑞、迈克、万孚、亚辉⻰等企业

都有参展。

本次CMEF春季展规模空前，沃⽂特⽣物携智

慧⽣态实验室、便检旗舰机FA280和全⾃动化

学发光免疫分析仪LA2000亮相。智慧⽣态实

验室⾃重庆CACLP⾸发后，受到IVD⾏业和媒

体的⾼度关注。此次展会现场，沃⽂特⽣物展

台（2.1馆N05号）依然吸引了众多观众驻

⾜，专业的课程分享让⼤家收获颇丰。

这是沃⽂特⽣物第⼀次参展CMEF，展会期

间，前来展台参观交流的⼈员不仅有来⾃医院

的医务⼯作者、经销商伙伴，也有来⾃IVD同

⾏的技术研发⼈员。在愉悦的沟通交流过程

中，我们让好产品被更多的⼈体验到，也在细

⼼聆听客⼾的需求，以及来⾃同⾏的声⾳。

沃⽂特⽣物2021CMEF春季展完美收官

Industry 

Brief

来源：⼈⺠⽹

在6⽉3⽇下午举⾏的2021浦江创新论坛全体

⼤会上，军事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科协副主

席、中国⼯程院院⼠陈薇透露，团队研制的

雾化吸⼊式新冠疫苗已获药监局批准进⾏扩

⼤临床试验，现在正在申请紧急使⽤。

“现在都是‘打疫苗’，疫苗其实还可以通

过别的⽅式接种的。”陈薇说，团队⼀直在

探索“双⾮疫苗”的研发，即⾮注射、⾮冷

链，⽐如雾化吸⼊的⽅式。

陈薇解释说，雾化吸⼊式疫苗只需针剂疫苗

五分之⼀的剂量，且不⽤⼀瓶⼀瓶装，疫苗

瓶⼦的瓶颈问题也可以解决。此外，相较于

注射式新冠疫苗形成的体液免疫、细胞免

疫，吸⼊式新冠疫苗还可形成黏膜免疫，这

三重免疫是最理想的状态。

资料显⽰，所谓雾化吸⼊免疫，即采⽤雾化

器将疫苗雾化成微⼩颗粒，通过呼吸吸⼊的

⽅式进⼊呼吸道和肺部，从⽽激发黏膜免

疫，⽽这种免疫是通过肌⾁注射所不能带来

的。此外，使⽤雾化吸⼊⽅式免疫是⽆痛

的，且拥有更⾼的可及性。

陈薇院⼠新成果：
雾化吸⼊式新冠疫苗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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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检验医学⽹，IVD联盟、IVD学习笔记

近期，业内统计了国内3000多家各等级医院

检验科及独⽴医学实验室的检验、仪器试剂

使⽤情况。

数据（截⾄2020年12⽉31⽇）显⽰，迈瑞、

新产业、安图、迈克的甲功、内分泌试剂市

场占有率位居前列，其中沃⽂特⽣物25羟基

维⽣素D排名全球第⼋，国产第四！

甲功、内分泌试剂市场占有率
公布，沃⽂特⽣物上榜

来源：CACLP体外诊断资讯

4⽉28⽇，2019-2020年卷《中国体外诊断产业发展蓝⽪书》编委会线上⼯作会议顺利举⾏。会

议主要围绕2019-2020年卷《中国体外诊断产业发展蓝⽪书》的编委会⼈员架构、编写⼯作的

时间节点及内容要求展开了讨论。

该书主要着眼于国内该领域产品研发、⽣产及市场现状和未来发展，突出创新技术产品及各分

类产品市场容量，对⽐分析2019年、2020年的国内外市场变化，展望细分领域未来的发展预期

和⽅向等，并将在2022年3⽉实验医学−体外诊断盛宴：第⼗九届国际检验医学暨输⾎仪器试

剂博览会、第七届“创之声”实验医学⼤会、第九届中国体外诊断产业发展⼤会期间公开发

⾏。

2019-2020年卷《中国体外诊断产业发展蓝⽪书》
编写⼯作正式启动！

沃⽂特⽣物⾮常期待与所有IVD的从业者共同

交流分享，⼀起探索中国IVD⾏业的发展之

路，也相信未来⺠族IVD企业会推出越来越多

的优秀产品。沃⽂特⽣物将继续朝着成为全球

备受尊重的体外诊断企业迈进，让每⼀位患者

都享受到科技进步带来的红利！

Ageing of population

Medical�
needs�behind�the�seventh�
census�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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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有云“鲜鲫银丝脍，⾹芹碧涧羹。”⼜有云“蜀酒浓⽆敌，江⻥美可求。”此⾔皆出⾃唐代诗⼈杜甫，意指⻥⾁如何鲜美

⽆⽐。只是这美⻝再好，倘若不注意⻝品安全卫⽣，就要病从⼝⼊了。

前不久我们医院呼吸科就来了⼀例爱吃美⻝，病从⼝⼊的患者。

2021年1⽉29⽇，普通的⼀天，检验科临检室的⽼师们如往常⼀样有条不紊地进⾏着各项检验⼯作，突然，科室新购置不久的

粪便分析仪出现红⾊警⽰，提⽰粪便标本⾥有⾍卵，⽽且是内陆病例较少的肝吸⾍卵。究竟是李逵还是李⻤呢，让我们检验科

⽼师的⽕眼⾦睛来解开这个答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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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选⾃“案例分享让⼈⼜爱⼜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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粪便钙卫蛋⽩检测
在肠道疾病诊治中的临床应⽤
⽂�/�邓志武

钙卫蛋⽩⾸先是由Fagerhol于1980年从中性粒细胞中分离出来,�当时命名为L1蛋⽩,后因发现其

结构中含有钙并有抗微⽣物的特性⼜将这种具有保护性的、多功能、与钙结合的蛋⽩质被命名

为钙卫蛋⽩（calprotectin）。它是⼀个分⼦量为36kD的钙锌结合蛋⽩,由两条分⼦量为14kD的

重链和⼀条分⼦量为8kD的轻链以共价键相连接并与钙结合蛋⽩质组成异三聚体。每条链可结合

2个Ca2+,并有鳌合Zn2+的能⼒,因⽽具有耐热性，在Ca2+存在的情况下具有抗蛋⽩酶⽔解的特

性,可在肠道或外界环境中⻓期保持稳定,不被酶或微⽣物破坏，研究表明FC在室温下可以稳定存

在7d不被降解。它是中性粒细胞和反应性的巨噬细胞胞质中重要的蛋⽩质,可以作为急性炎性细

胞活化的标志物,它还有抑制细菌和抑制真菌的特性，在传染性和炎性的情况下⾎清中的钙卫蛋

⽩可以增加5〜40倍，在粪便中的浓度是正常⾎清浓度的6倍。除上述优点外，FC的检测相对便

宜、检测⽅便、⽽且是⾮侵⼊性的指标，接受程度⾼。使得FC⽇常的临床应⽤越来越⼴泛。

炎症性肠病（IBD）、肠易激综合征（IBS）、结肠癌（CRC）是三种常⻅的消化道疾病，其诊

断主要是通过消化道内镜等检查来实现的。但内镜检查价格昂贵、过程繁琐，患者依从性差；

⽽FC检测相对简便节约，具有较强的临床实⽤性。2005年3⽉在伯明翰召开的英国肠胃病学学会

（BSG）年会，专题讨论了IBD-钙卫蛋⽩-IBS，将钙卫蛋⽩作为⼀个新的有⽤的诊断参考指标，

⽤以区别IBD、IBS�和�CRC，评估IBD炎症的活动程度及黏膜治愈情况。⽬前，FC检测逐渐受到

⼈们的⼴泛重视。⼤量研究表明，FC可作为肠道炎症的监测指标，是区分IBD和⾮IBD的重要辅

助诊断⼯具。

粪便钙卫蛋⽩ 简介（Fecal�calprotectin,�FC）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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粪便FC检测在炎症性肠病诊治

中的意义

炎症性肠病（IBD）是⼀种病因尚不⼗分清楚

的慢性⾮特异性肠道疾病，包括溃疡性结肠炎

（UC） 、 克 罗 恩 病 （CD） 。 近10年 来 ，

IBD就诊的⼈数逐年上升，已成为我国常⻅的

消化道疾病之⼀。⽬前评估IBD炎症活动的⾦

标准是内镜，其中评估CD的常⽤评分系统有

SESCD、CDEISD， 评 估 � UC的 评 分 系 统 是

MES、UCEIS。 近 年 有 多 项 研 究 证 实FC与

IBD内镜评分系统相关性良好，肯定了FC在预

测IBD疾病活动中的作⽤。早在2005年，我国

刘⽂斌等的⼀项包含76例UC患者的研究提出

FC与UC内镜下评分具有较好的相关性，敏感

性和特异性均⾼于CRP、ESR。Schoepfer等

的⼀项包含228例UC患者的研究报道，与其他

炎症指标相⽐，FC与内镜评分相关性最强，⽽

且FC可以区分出内镜下的活动分级，FC截点

值在57μg/g时，发现内镜下UC活动的敏感

性 、特 异 性 分 别 为 91％、90％。Mak

等、Kawashima等、Lee等亦认为FC与UC患

者内镜评分相关性良好，Mak等认为FC低于

250μg/g时，预测内镜下缓解的敏感性、特异

性 、阳 性 预 测 值 （PPV）、阴 性 预 测 值

（NPV）分别为77％、67％、55％、85％。

Kawashima等还认为FC⽔平能反映病变累及

的 范 围 以 及 严 重 程 度。有 研 究 报 道 FC与

SESCD、CDEIS的相关性⾼于与CRP、CD活

更专业、更时尚、更年轻的⽣活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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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道发⽣炎症后，肠道免疫系统激活，单核细

胞、巨噬细胞和中性粒细胞涌⼊，这些细胞活

跃地分泌炎症介质或者通过细胞脱粒作⽤释放

颗粒蛋⽩。来源于中性粒细胞的钙卫蛋⽩、乳

铁蛋⽩等炎症因⼦在细胞应激条件下经由活化

或损坏细胞的胞质释放出来。钙卫蛋⽩、乳铁

蛋⽩等炎症因⼦可轻易通过发炎和⾼渗透的肠

黏膜进⼊肠腔，肠黏膜组织脱落后也会释放出

钙卫蛋⽩、乳铁蛋⽩等炎症因⼦。

粪便中钙卫蛋⽩的产⽣机制和

检测⽅法

因此检测中性粒细胞来源的蛋⽩以及衍⽣蛋⽩

成为反映肠道炎症情况的可靠标志物。近年来

研究表明,粪便钙卫蛋⽩(FC)在IBD与IBS的鉴别

诊断、疾病活动度评估、疗效评估、预测临床

复发及其他肠道疾病中均有应⽤价值。

Roseth等学者在1992年第⼀次利⽤兔抗钙卫

蛋⽩的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从粪便中分

离并定量了钙卫蛋⽩,开启了ELISA法检测钙卫

蛋⽩的先河。随着检验技术的深⼊研究和发

展，近年来陆续出现胶体⾦法、荧光免疫

法、胶乳⽐浊法和化学发光法等新的检测⽅法

应⽤于临床。

3.1�FC检测在IBD疾病活动的作⽤及其在鉴别

器质性胃肠道疾病和功能性胃肠道疾病中的应

⽤� 

02

钙卫蛋⽩、乳铁蛋⽩

固有层

上⽪细胞

肠腔

中性粒细胞

单核细胞巨噬细胞

粪便

03

The�significance�of�

diagnosis�and�treatment�in�

inflammatory�bowel�

disease

动 指 数 （Crohn ' s � D i s ea s e � A c t i v i t y � �

I n d e x ， C D A I ） 、 W B C 之 间 的 相 关

性。Sipponen等 � (2008）报 道 FC截 点 值 在

200μg/g时，发现活动性炎症的敏感性、特异

性分别为70％、92％，认为FC可以代替内镜

评估CD的炎症活动；不仅如此，他们还发现

FC能 准 确 区 分 轻 、中 、重 度 的 活 动 性 炎

症。Schoepfer等 提 出 FC截 点 值 在 70μg/g

时，发 现 内 镜 下 活 动 性 炎 症 的 准 确 性 是

87％，⽽ ⾼ ⽔ 平 的 CRP、WBC、CDAI评 分

≥150分 别 为 66％、� 54％、40％。同 样

的 ， J o n e s 等 ( 2 0 0 8 ） 、 D ` H a e n s

等、Goutorbe等和Lin等均报道FC和内镜下评

分相关性良好，认为FC能预测疾病活动。值得

注意的是，Sipponen等（2008）仅认为结肠

型CD、回结肠型CD患者的FC与SESCD评分相

关性良好，在回肠型CD患者中却未发现⼆者

的 相 关 性 。然 ⽽ ， S t a w c z y k - E d e r

等、Goutorbe等研究发现⼩肠型CD、结肠型

CD患者的FC与内镜下表现均有相关性。

近年，很多学者报道FC可以从功能性疾病中区

分出IBD。⽬前研究推荐的健康患者的FC上限

值是50μg/g。Von�Roon等（2007）⼀项包含

5983例患者、30项研究的Mete分析报道FC可

以准确鉴别IBD患者和⾮IBD患者，提出FC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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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D病情往往反复发作，尤其CD的病情及⽣物

学⾏为复杂多样，复发早期常缺乏临床症状的

预⻅性，如果能提早识别出⾼复发⻛险的患

者，临床医⽣在病情加重之前就可以给予提早

的加强治疗及重视，避免病情的进⼀步恶

化。多项研究发现缓解期IBD患者的FC值可以

预 测 未 来 ⼀ 定 时 间 内 疾 病 的 复 发。早 在

2000年，Tibble等检测处于临床缓解期的

IBD患者的基础FC值，随访1年，发现复发患

者的FC值明显⾼于⾮复发患者，认为FC截点

值在50μg/g时，预测IBD复发的敏感性和特异

性 分 别 为 90％、83％。随 后 ，Gisbert等

（ 2 0 0 9 ） 、 G a r c i a - S a n c h e z

等、Mooniweer等均发现复发患者的基础

FC值明显⾼于⾮复发患者，认为FC可以预测

是否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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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FC预测治疗效果⽅⾯的应⽤价值�

随着⽣物制剂的出现，IBD的治疗出现了⾰命性的变化。但随着⽣物制剂治疗时间的延⻓，⼀些

患者出现了对药物治疗失应答的情况。⽬前仍没有⼀些很好的⽅法来预测患者对治疗的应答情

况，⼀些学者探索了FC在预测IBD患者对⽣物治疗应答⽅⾯的应⽤，肯定了FC在这⽅⾯的应⽤

价值。Louis等报道经英夫利昔联合抗代谢药物治疗后缓解的CD患者，在撤掉英夫利昔后，每

２个⽉检测1次FC，随访⾄少1年，发现FC＞300μg/g是病情复发的⾼危因素。同年Molander等

报道⽣物制剂诱导缓解治疗后，FC＞139μg/ｇ预测1年后的疾病复发的敏感性、特异性分别为

72％、80％。近期Guidi等报道FC≤168μg/g，预测未来1年内IBD患者对⽣物治疗持续应答的

敏感性、特异性分别为83％、74％，综上所述，经过⽣物制剂治疗缓解后的患者，如果FC值正

常，能够预测未来⼀段时间内的临床缓解。�

点值在100μg/g时，可以提供最佳的诊断准确性。El-Badry等报道FC截点值在50μg/g时鉴别功

能性和器质性胃肠病的敏感性、特异性分别为100％、�86％。Gisbert等（2009）的⼀项包含

2475例患者的METE分析报道ＦＣ在鉴别器质性、⾮器质性胃肠道疾病的敏感性、特异性分别为

83％、84％。Ken-nedy等以消化系统疾病表现就诊的895例⻔诊患者为研究对象，报道FC对

IBD和功能性胃肠病的鉴别诊断的准确性是97％，FC截点值在50μg/g�⽔平时，从功能性胃肠道

疾病中区分出IBD敏感性、特异性、PPV、NPV分别为：�97％、74％、37％、99％，如果患者

⽆任何报警症状，那FC＜50μg/g对于排除IBD诊断的准确性为100％。综上所述，检测FC可以

鉴别功能性和器质性胃肠道疾病，在IBD患者中，FC检测还可以提⽰IBD�患者是否处于活动期。

3.2�FC预测IBD复发⽅⾯的应⽤价值 Gisbert等报道FC截点值在150μg/g时，预测

IBD患 者 复 发 的 敏 感 性 和 特 异 性 均 为

69％，FC＞150μg/g、FC＜150μg/g的 患 者

的 复 发 ⻛ 险 分 别 为 30％、7.8％，FC预 测

C D 、 U C 复 发 的 准 确 性 分 别 为

77％、69％。Garcia-Sanchez等认为FC截点

值在200μg/ｇ时预测CD患者12个⽉内复发的

敏 感 性 、特 异 性 、PP V、NP V分 别 为

80％、65％、46％、88％，FC＞200μg/g的

CD患 者 复 发 的 ⻛ 险 是 ⼩ 于 该 值 的 患 者 的

４倍，ＦＣ＞120μg/g的UC患者的复发⻛险是

⼩于该值的６倍，但是他们强调FC预测结肠型

CD复发的准确性更⾼。�Mooiweer等认为FC截

点值在56ｍg/kg时预测复发的敏感性、特异

性 、 P P V 、 N P V 分 别 为

64％、100％、100％、20％。Kallel等 在 排

除了⼩肠型CD患者后，同样发现FC能预测

CD患者的复发。近期⼀项包含672例IBD患者

的Meta分析报道FC预测IBD复发的敏感性和特

异性分别为78％、73％，FC对于UC和CD预测

复发的能⼒相当。

３.４�FC预测术后复发⽅⾯的价值

CD术后复发⻛险⾼，研究表明CD患者回结肠

切除术后1年内镜下复发⾼达73％，３年时复

发则⾼达90％。近年，有研究肯定了FC在预

测IBD术后复发⽅⾯的价值。早期Orlando等

（2006）以50例术后CD患者为研究对象，术

后３个⽉时测定FC浓度，术后１年进⾏内镜检

查，以内镜检查作为疾病复发的⾦标准，发现

FC＞200ｍg/Ｌ预测复发的敏感性、特异性分

别为63％、75％。近期Yamamoto等以术后

6〜12个⽉并处于缓解期的20例CD患者为研究

对 象 ， 随 访 １ 年 ， 发 现 FC的 截 点 值 在

170μg/g时的敏感性、特异性、NPV分别为

95％、54％、93％。FC⽔平与CD术后患者的

内镜下疾病�活动度相关，因此FC能预测CD术

后患者的复发。

最近，Naismith等、Ye等的前瞻性研究都认为FC能够预测IBD患者的复发。Naismith等报道

FC截 点 值 在 240μg /g时 ，预 测 CD复 发 的 敏 感 性 、特 异 性 、PPV、NPV分 别 为

80％、74.4％、27.6％、96.8％，FC预测CD复发的准确性为77.4％，并提出FC＞240μg/g的患

者在12个⽉内的复发概率是低于此值患者的12.18倍。Ye等报道预测CD复发的最佳截点值是

225μg/g。⼤量研究证实，FC能预测IBD患者的复发，对于各研究得出的最佳截点值不同，可能

与检测⽅法，研究对象不同有关。



PAGE       049 050      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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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IENTER  BIOTECH

MAGAZINE

４.2�在⼉童慢性肠道炎症中的意义

4.2.1�FC的正常值及其在⼉童中的变化

Fagerberg等的研究显⽰，4〜17岁健康⼉童

FC与成⼈接近，亦⽆性别差异。但不少研究显

⽰，１岁以内婴⼉的ＦＣ明显⾼于年⻓⼉，并

且随年龄增⻓⽽下降。Ｒugtveit等对115名

６周龄⾄５岁健康⼉童FC检测结果显⽰，６周

龄 婴 ⼉ 的 F C为 5 6 2 . 0 μ g / g , ３⽉ 龄 为

401.8μg/g，６⽉ 龄 为 135.0μg/g，１岁 为

177.3μg /g，２岁 为 127.3μg /g，５岁 为

80.8μg/g。Dorosko等对0〜6⽉龄健康婴⼉

ＦＣ的研究也发现，ＦＣ与⽉龄呈显著负相

关 ，FC以 每 ⽉ 14μg/g的 速 度 下 降 ，与

Rugtveit等 的 研 究 ⼀ 致。Campeotto�等 报

道，胎便中即可检测到FC，且明显⾼于健康成

⼈及⼉童，早产⼉肠道轻度及重度损伤时FC⽔

平分别为363及636μg/g。Josefsson等研究

显⽰52例胃肠道喂养的极低出⽣体重⼉胎便 �

FC�⽔平为332μg/g。因此，正常⼉童的ＦＣ

参考值范围应单独建⽴或验证。

综上所述，FC具有性质稳定、⽅便检测、⾮侵

⼊性、易于接受等特点。FC和IBD内镜评分相

关性良好、可以预测黏膜愈合、预测IBD的病

情复发、监测对⽣物制剂的应答情况、在器质

性疾病和功能性疾病的鉴别诊断中均有应⽤价

值。

参考⽂献(略)

３.5�FC预测黏膜愈合的能⼒

获得黏膜愈合的患者可能享受⼀段⻓

时间的临床缓解，⽽且住院率、⼿术

率也是很低的，所以⽬前黏膜愈合是

IBD治疗的⽬标。⽬前评估黏膜炎症

的⾦标准仍是内镜和组织学检查，但

如上所述，内镜检查有⼀定的缺点。

近年多项研究报道FC可以预测IBD患

者的黏膜愈合。Guidi等报道经抗肿

瘤坏死因⼦治疗并取得诱导缓解的

IBD患 者 ， FC截 点 值 在 121μg/ｇ

时，预测黏膜愈合的敏感性、特异性

分 别 为 79％、57％。Mak等 报 道

FC截点值在200μg/g时预测�ＵＣ患者

的 组 织 学 缓 解 的 � 敏 感 性 、特 异

性 、 P P V 、 N P V � 分 别 为

71％、76％、30％、95％。Lee等认

为FC截点值在187μg/g时可以预测

UC患 者 的 黏 膜 愈 合 。由 此 可

⻅，FC检测可以预测IBD患者的黏膜

愈合，⼀定程度上可以替代内镜检

查。

The�significance�of�

diagnosis�and�

treatment�in�

inflammatory�bowel�

disease

The�ability�of�FC�to�

predict�mucosal�

healing

４.1�结直肠癌

近年来，随着⼈⼝⽼龄化及饮⻝结构的改变，

我国结直肠癌的发病率不断上升，已成为我国

癌症的第五死因。因此，早发现、早诊断、早

治疗对于结直肠癌患者的存活⾄关重要。⽬

前，我国筛查结直肠癌最常⽤的⾮侵⼊性检查

⽅ 法 主 要 是 便 潜 ⾎ 试 验 和 ⾎ 清 癌 胚 抗 原

（CEA），但敏感性却不尽⼈意。因此，需要

⼀种更为敏感的标志物⽤于结直肠癌的筛查。

秦宝⼭等研究表明，FC在⼤肠癌组织中阳性率

为75.61%，其表达显著⾼于正常黏膜组织、

⼤ 肠 腺 瘤 组 织 （ 4.87%、 3.57%， P＜ 0.0

5）。⽽且，FC在癌组织中的表达与性别、肿

瘤部位、分化程度、病理组织类型⽆关。岳林

等临床研究表明，正常对照组FC�浓度的中位

粪便FC检测在其他疾病诊治中

的意义

04

数是5.3μg/g，结直肠癌患者的FC浓度的中位

数是121μg/g（P＜0.0001）；FC检测结直肠

癌的敏感性为�88.51%。在Dukes不同分期的

患者中，FC的阳性率没有明显差异；不同部位

的结直肠癌与FC检测的阳性率也⽆显著差

异。也有研究表明FC及CEA联合检测⼤肠癌可

提⾼其敏感性（97.3%）。诸多研究发现FC检

测对于结直肠癌的诊断具有较⾼的临床实⽤

性。但是，由于FC属于炎症性标记物，在炎症

性肠病等疾病中存在⾼表达现象，可导致筛查

结直肠癌出现假阳性。所以，⽬前对结直肠癌

的诊断主要还是通过肠镜检查及病理学检

验。如何提⾼FC检测对结直肠癌的敏感性和特

异性还需要进⼀步研究。

４.2.2FC检测在⼉童相关疾病中的应⽤

FC检测在IBD患⼉中应⽤最为⼴泛，不仅为诊

断提供依据，同时也可评价疾病严重程度，评

价药物疗效，监测疾病是否复发．有研究显

⽰，FC检测在IBD患⼉中的诊断准确性甚⾄⾼

于成⼈。

慢性肠道炎症除IBD外，还有胃肠道感染(包括

病毒、细菌、寄⽣⾍等)，⻝物过敏等，FC也

被逐步应⽤在这些疾病的确诊中，FC主要存

在于肠道中性粒细胞中，因此，只要能引起肠

道 中 性 粒 细 胞 增 多 的 疾 病 都 能 导 致 FC升

⾼，⽽对于不伴有中性粒细胞增加的肠道疾

病，如慢性便秘、肠憩室病等，FC值并不增

加。Ｂerni等的研究显⽰，在肠道感染、胃⻝

管反流、肠息⾁病以及活动性隐窝炎的患⼉

中，FC也明显升⾼，经过４周饮⻝调整后

FC降⾄正常。在IBS、慢性便秘、先天性巨结

肠等⾮炎症性病变中，FC均低于50μg/g．

FC虽然有上述优点，但值得注意的是，FC是

⼀个⾮特异性的指标，在⾮IBD相关的炎症中

也会升⾼，例如在细菌或药物导致的结肠

炎、结肠肿瘤、服⽤⾮甾体类抗炎药物、质⼦

泵抑制剂等患者的粪便中也会升⾼，临床上需

仔细辨别，避免上述因素的⼲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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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中年男性，59岁，因⽩天、夜间都出现发热，寒战，头痛，遂

在卫⽣院就诊，予阿莫西林，左氧氟沙星抗感染、补液、⽌咳化痰、

退热等对症治疗后三天未⻅好转，便来我院呼吸科治疗。

⾃起病来，患者精神、饮⻝、睡眠还可，⼩便正常，⼤便稀，不成

形，体重较前⽆明显改变。患者才⼊院的⽣化常规结果中可⻅丙氨转

氨酶及⾕草转氨酶增⾼，乳酸脱氢酶增⾼，胆固醇下降，肌红蛋⽩及

C反应蛋⽩增⾼，有肝功能受损的迹象，CT检查提⽰未⻅肝脏肿⼤，可

⻅胆囊结⽯。

02案例经过
查阅病史发现，该患者⼊住呼吸科，主要是有头痛发热的上呼吸道症

状，但这些情况⼀般不会导致肝功能受损。那么引起肝功能异常的原

因是什么呢？其他原发病或是⼀过性增⾼？但该患者肝炎病毒检测为

阴性结果。

随着粪便标本的上机检测，真相似乎要浮出⽔⾯了。仪器提⽰粪便中

有肝吸⾍⾍卵，⻅下图：

仪器上⻅到提⽰后，我们查看了该患者粪便常规和⾎常规结果，从粪

便常规结果可⻅此标本外观呈褐⾊软便性状，镜检未⻅红、⽩细胞，

潜⾎，⾎常规并⽆寄⽣⾍感染常⻅的嗜酸性粒细胞增⾼。

有没有可能是其它类似形态的东西呢？因为粪便中与肝吸⾍形态类似

的物质有不少，如花粉、灵芝孢⼦等。为了弄清楚真相，我们赶紧制

作了多张⼿⼯涂⽚进⾏显微镜镜检，通过显微镜低倍镜、⾼倍镜的地

毯式搜索，我们看到了如下图⽚：

这是很明显的肝吸⾍⾍卵，有着肝吸⾍⾍卵的典型形态特点：⾍卵形似

葵花籽，⻩褐⾊，体积较⼩，⼤⼩约为29μm×17μm；卵的⼀端较宽

为钝圆形，并有⼀疣状突起，另⼀端较窄可⻅明显卵盖，卵盖周围增厚

形成肩峰；卵壳较厚，卵内含有⼀个成熟的⽑蚴。

这份标本中我们找到了若⼲⾍卵，但为了慎重起⻅，我们仍然嘱咐患者

第⼆天重留粪便标本复查。第⼆天在患者重新送来的⼤便标本中，同样

检出肝吸⾍⾍卵。谜底揭晓了，原来是肝吸⾍病导致其腹泻，肝功能出

现异常。

查阅病患者病史后发现，该患者虽是本地⼈，但曾在⼴东⼯作10余

年，有经常⻝⽤⽣⻥习惯，难怪抗感染治疗并未治愈所有临床症状。

案例分享
让⼈⼜爱⼜恨的⽣⻥⽚
作者：李艳红����何骞�������������单位：湘潭市中⼼医院

古诗有云“鲜鲫银丝脍，⾹芹碧涧羹。”⼜有云“蜀酒浓⽆敌，江⻥美可求。”此⾔皆出⾃唐代诗⼈杜甫，意指⻥⾁如何鲜美⽆⽐。只是这美⻝

再好，倘若不注意⻝品安全卫⽣，就要病从⼝⼊了。

前不久我们医院呼吸科就来了⼀例爱吃美⻝，病从⼝⼊的患者。

2021年1⽉29⽇，普通的⼀天，检验科临检室的⽼师们如往常⼀样有条不紊地进⾏着各项检验⼯作，突然，科室新购置不久的粪便分析仪出现红

⾊警⽰，提⽰粪便标本⾥有⾍卵，⽽且是内陆病例较少的肝吸⾍卵。究竟是李逵还是李⻤呢，让我们检验科⽼师的⽕眼⾦睛来解开这个答案吧。

01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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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云“夫医学之要，莫先于明理，其次则在辩证，其次则在⽤药，理

不明，证于何辨？证不辨，药于何⽤”。就是说凡是出现的临床症状，

总要找到其根本原因加以治疗，才能药到病除，救死扶伤。

作为⼀名检验⼯作者，在⾯对复杂可疑的临床表现时，我们要以精湛的

传统检验⽅法结合其他新技术，来积极辅助临床找出疾病本因，更好地

解决患者的烦恼。

华⽀睾吸⾍⼜称肝吸⾍，⼈群对本病普遍易

感，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各国，如中国、⽇本、

朝鲜、越南等国家。我国⼤部分省市和⾃治区

都有本病流⾏，以⼴东、⼴西多⻅，其次为吉

林、海南、四川、江苏等，平均感染率最⾼的

为⼴东省，和当地喜⻝“⻥⽣”“⻥⽚粥”的

习惯有关�������。

其相关临床症状主要有精神不振、上腹隐痛、

腹泻、肝肿⼤等。华⽀睾吸⾍与胆结⽯的形成

也有明显的关系，因为⾍卵、死亡的⾍体、脱

落的胆管上⽪细胞都可诱发结⽯形成�������。

本例患者有⻓期⼴东⽣活史，感染肝吸⾍时间

应该不短，所以才出现了明显的临床症状，腹

泻，肝功能受损，胆囊结⽯形成。幸亏在我院

及时诊断治疗，才未造成更严重的肝硬化，肝

癌等后果����。

03案例分析
由于肝吸⾍病缺乏特征性临床表现，漏诊误诊

率很⾼，像本例患者的⼊院诊断，也并未包括

肝吸⾍病，⼊院治疗最初⼊住的是呼吸科。后

来通过我科粪便常规检测发现⾍卵才确定肝吸

⾍的感染。

肝吸⾍病的诊断需要结合流⾏病学史，⾎常规

嗜酸粒细胞，肝吸⾍抗体，肝胆脾胰彩超，

CT影像学结果等来综合分析，最好是找到⾍

卵才能确诊。

但由于肝吸⾍⾍卵⼀次粪便检出率较低，遇到

经验不丰富的检验⼈员，很有可能出现漏检现

象����。

像本例患者，虽然有肝吸⾍感染，但⾎常规的

嗜酸粒细胞并未增⾼，肝脏影像学检查并⽆明

显异常。要是不做粪便常规检测，不⼀定能诊

断出肝吸⾍病。

所以平时在⽇常⼯作中我们不能对任何⼀份粪

便标本掉以轻⼼，尽量多制作⼀些⼿⼯涂⽚，

在显微镜下查看更多视野，结合⽔洗倒置沉淀

法，改良加藤法，醛醚离⼼沉淀法，汞碘醛离

04案例讨论

05⼼得体会

06专家点评

【参考⽂献】

[1]操治国.我国华⽀睾吸⾍病的流⾏概况及防治对策[J].中国热带医学,2007,�7(008):1455-1457.

[2]何国宽.⼴州市荔湾区部分职业⼈群肝吸⾍感染状况调查[J].实⽤预防医学,2006,�13(6):1523-

1524.

[3]邵佳琳,孙海军,鲁柏涛,等.35例肝吸⾍病诊治分析[J].医学研究杂志,2016,�45(4):72-76.

[4]⻩春元,许朝璇,罗帝林,等.肝吸⾍病的CT表现[J].中国实⽤医药,2007,�2(29):20-22.

The�significance�of�

diagnosis�and�

treatment�in�

inflammatory�bowel�

disease

检验是临床⼯作的哨兵，尤其是形态学检验，在疾病诊治中起到⾄关重

要的作⽤。本⽂作者介绍了⼀例肝吸⾍病患者从⼊院到诊断的过程，内

容丰富，数据资料充分，临床可操作性强。肝吸⾍病在实际⼯作中容易

漏诊，误诊，通过传统形态学检验可以较好的解决这个问题，但需要相

关检验⼈员具备丰富的专业技术知识。现在各项检验新技术在蓬勃发

展，传统形态学检验也不能丢。通过传统检验⽅法和现代检验新技术相

结合，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相得益彰的效果，同时也可以减少有害⽣物

因⼦对检验⼈员和环境的损害。

曾国强——主任技师，湘潭中⼼医院检验科副主任，中华医学会检

验学会会员，擅⻓⾎液形态学、临检形态学、寄⽣⾍学、凝⾎功能

等检验⼯作。

找到病因后，医⽣给予⼝服阿苯达唑驱⾍治疗，同时积极治疗其他原发病，避免使⽤肝损药

物。⼏⽇后患者复查肝功能，转氨酶下降，肝吸⾍⾍卵检测呈阴性，其他临床症状好转，患者

带药出院，定期复查检查驱⾍治疗效果，这是数⽇后患者⼤便常规复查结果：

[1-2]

[2]

[3-4]

[3]

⼼沉淀法等技术尽可能提⾼⾍卵阳性率。

通过仪器筛查+⼈⼯镜检的组合拳来提⾼各种

寄⽣⾍病检出率。近年来，随着酶、放射性核

素、⽣物素、分⼦⽣物学等技术的发展应⽤，

肝吸⾍病的检测⽅法已更加全⾯。

通过传统⽅法与新技术的结合使⽤，可更好的

提⾼粪便标本检测在临床上的应⽤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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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液器使⽤⽅法
⽂�/�桂⽂焱

移液器⼜名微量加样器，其最早于1956年由

德国⽣理化学研究所的科学家发明的，在

1958年由德国Eppendorf公司开始⽣产按钮

式的微量加样器，后逐渐出现了多家移液器⽣

产⼚商，如Glison（法国吉尔森）、Mettler-

Toledo(德国梅特勒-托利多)、Dragonmed

（ 上 海 ⼤ ⻰ ） 、Proline（ 芬 兰 百 得 ） 、

Rainin（美国瑞宁）等，也涌现出了不同类型

的移液器，如单通道固定量程的移液器、单通

道可调式移液器、多通道移液器、可半⽀灭菌

的移液器、可整⽀灭菌的移液器、电动移液器

等。

1.1�移液器介绍

01  引⾔

在实验室中往往存在较多的微量液体取样和加

样的情况，⽽对于这些液体的取样和加样准确

度要求亦较⾼。因此移液器在准确性和复现性

上扮演了重要的⻆⾊。只有正确地使⽤这个常

⽤⼯具及做好维护保养，才能保证实验结果的

准确性和复现性。

1.2�移液器在实验室中扮演的⻆⾊

02  移液器使⽤⽅法

移液器属于计量器具，其在使⽤前需确认是否

经过计量，计量是否在有效期范围内。确认完

成后⽅可使⽤，否则其可能存在取样不准确的

情况。

2.1�计量确认

应选择合适量程的移液器，常⻅的量程有1uL-

10uL、10uL-50uL、20uL-200� uL、5uL-

1000uL，500uL-5000�uL�等；移液器可在10-

100%量程范围内操作，但在10%量程处操作

对于移液技巧要求⾼，故推荐在35-100%量程

范围内操作。移液器建议选最⼤量程，即最接

近⽬的液体转移量量程的移液器。

2.2�移液器选择

吸头也有不同的规格，应选择与移液器匹配的

吸头，否则会产⽣漏⽓，导致不准确的吸样体

积。

2.3�吸头的选择

错误⽰范 正确⽰范

注意事项：吸头漏⽓的检查⽅法，将枪头吸液后垂直观察是否液体流出，如果流出代表漏⽓，

需要重新安紧枪头或更换吸头，如果⽆法解决，可能是移液器本⾝⽓密性不好，应暂停使⽤。

2.5.1从⼤量程调整到⼩量程：将量程调整到⽬标吸样量程即可。

2.5.2从⼩量程调整到⼤量程：需要先将量程调整到⼤于⽬标吸样量的

刻度后再从⼤到⼩调整到⽬标量程（因为移液器内可能存在⼀定的弹簧

空隙需要弥补，从⼩到⼤弹簧可能还未恢复⽬标量程）。

2.5�吸样量设定

吸头安装时禁⽌⽤⼒过猛上下跺枪头（此操作可能导致移液器内的弹簧

等配件因⽤⼒过猛或敲击⽽松散），应⽤旋转法轻轻左右旋转将吸头上

紧，避免松动漏⽓。详⻅下图：

2.4�吸头的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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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新吸头或者增加了吸样量时，应先将吸头

进⾏润洗（即先把液体吸取、排放⼏次，让吸

头内表⾯吸附达到饱和），能保证吸样的精度

和准确度。特别是在吸取挥发性液体时，因其

会在套筒内形成负压，出现漏液的情况。因此

吸取这类物品时，需要多润洗⼏次，使套筒内

⽓体达到饱和，⽓压会⾃动消失，避免洗液过

程枪头脱落及吸样不准确。润洗在吸取粘稠性

液体时特别重要。值得注意的是，⾼温或者低

温液体请不要润洗！

2.6�润洗吸头

2.7.1�正向吸液：将按钮按⾄第⼀档进⾏吸

液，放液时先按下第⼀档，打出⼤部分液体，

再按下第⼆档，将剩余液体全部打出。

�

2.7.2�反向吸液：将按钮按⾄第⼆档进⾏吸液

（吸⼊液体多于量程值），打出液体时仅按⾄

⼀档即可，反向吸液主要⽤于易挥发液体和粘

稠液体，多与润洗相结合使⽤。

2.7.3�注意事项：吸液的过程中注意枪头应垂

直浸⼊液⾯（倾斜的状态会造成⽓压⾯的改变

对精度造成影响）且不可过深，过深的浸⼊，

⼀⽅⾯液体的压⼒可能对吸样精度产⽣影响，

另⼀⽅⾯可能吸头外壁挂液过多，在吸样后混

匀之时可能导致结果有偏差。

吸样时缓慢吸液（防⽌液体过快进⼊吸头），

放液时亦应缓慢放液，避免快速放液导致液体

溅出等，致样品取样不准确。

吸样时需要垂直吸样，打样时枪头紧贴容器

壁、液⾯上⽅、液⾯上、液⾯内均可。吸液和

放液⻅下图⽰：

2.7�吸液与放液

吸液图⽰ 放液图⽰

卸下的吸头避免与新吸头交叉污染，禁⽌将未

打完液体的移液器和吸头平放或者倒置在桌

⾯，因液体可能会流⼊枪体，损坏枪体。

2.8.卸去吸头

⽤完后将移液器调整到最⼤量程同时将移液器

垂直放置。

2.9�移液器放置

03  移液器保养

想要得到好的准确的实验结果，⼯具的维护保

养也是不可或缺的，⼀⽅⾯因不断的使⽤其可

能在准确性上⾯会有所变化，故定期的计量必

不可少；另⼀⽅⾯也应⽤酒精棉定期擦拭移液

器外壳，防⽌交叉污染的同时也有助于保持移

液器的美观；与此同时，在操作移液器的过程

中如果液体不慎进⼊到移液器内，应拆开移液

器，⽤蒸馏⽔冲洗活塞杆等部位，避免损伤移

液器或在下⼀次取样时污染样品。

更专业、更时尚、更年轻的⽣活读本
ORIENTER  BIOTECH

MAGAZ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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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小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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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话说
新家园�新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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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沃⽂特园区项⽬开⼯奠基仪

式隆重举⾏，经过⼀年多的建设，项⽬已

步⼊尾声。为了保质量，追进度，沃⽂特

基建团队⻓期坚守在新园区阵地，为新园

区的建设做出了巨⼤的贡献。当然，其中

也不乏有来⾃各个部⻔⽀援的伙伴，在新

园区的各个⻆落留下了值得每⼀位沃⽂特

⼈铭记的⾝影。

新的家园，代表着新的起点和新的希望。

沃⽂特⾃成⽴以来，业绩稳步增⻓，业务

也在扩张，各个部⻔对新园区的需求愈发

强烈：⽣产部⻔想要更多的场地以提⾼产

量，满⾜市场需求；物流部⻔想要更⼤的

库房以保障业务端发货的及时性；⼩伙伴

们也想尽早吃上新⻝堂美味的餐⻝，坐在

现代化的办公室⾥办公。

这⼀次，欧阳⼩哥专程采访了来⾃不同部

⻔的⼩哥哥⼩姐姐，⼀起来听⼀听他们的

期盼吧！

敏敏⼉（物料团队）:

已经迫不及待想⼊驻新园区啦！随着场地

的扩⼤，我们的业务不再受到硬件因素的

限制，这能保障业务的及时性、流畅性，

同时，我们产品的质量也能得到更好的把

控。再搭配上我们⾃主开发的仓储智能扫

描软件系统，增强我们业务的准确性、可

追溯性。软、硬件强强联⼿，这样的场景

已在脑海⾥上演了很多遍，超期待在这智

能化、现代化场景⾥办公，希望赶快、赶

快、赶快⼊驻！

靖哥哥（⽣产团队）：

随着搬进新园区的时间越来越近，内⼼⽆

⽐地期待和激动，沃⽂特由最初的⼀款

FA160，到现在的FA280、LA2000和智慧

⽣态实验室，将来还会有更多的产品上

市。仪器⽣产团队的成员也在扩充，可是

场地的限制是⽆法突破的瓶颈，我们需要

更充⾜的作业场地，需要更好的作业环

境。公司⽬前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我们

要更好地完成市场需要，更要做好仪器的

品质。新园区的建成，定会让沃⽂特⼜向

成为全球备受尊重的体外诊断企业的愿景

迈进了⼀步！

徐哥（技术团队）：

期待新园区宽敞明亮的办公楼，⼤家可以

在宽敞的场地办公，还期待新园区的运动

场，⼯作之余，⼤家可以约在⼀起打打

球。

杰仔（客服团队）:

我希望有⼀间⼤的培训室，⾥⾯能够放下

我们的各类⾃产仪器，让未来培训学习更

加系统化。也希望有⼀间⼤的配件库，可

以将仪器配件分⻔别类存放，便于管理。

海峰（销售团队）:

随着新园区的建成，⻝堂更⼤，菜品也会

更加丰富。公司现在的销售和售后服务团

队不断扩⼤，很多都来⾃全国各地区，在

回公司团聚的时候如果能吃到各⾃家乡的

味道，我想⼤家幸福感会倍增，更有回家

的感觉。

⻰⻰（企划团队）：

我刚毕业来公司⼀年半，负责公司视频⽅

向的宣传⼯作，截⾄⽬前，我们的团队仍

在有限的条件下进⾏创作，在搬家之后，

我们能拥有更好的设备、更好的环境，还

会有独⽴的摄影棚，相信即将竣⼯的新园

区将会使我们团队的作品质量更上⼀个台

阶。

阿健（物流团队）:

新园区的新库房⽐现在扩⼤了很多倍，再

也不⽤担⼼货物放不下了；新园区通过连

廊就能完成⽣产⼊库的对接，我们的⼯作

也将更加⾼效。还有我们的健⾝及娱乐设

施，以后终于可以参加总部组织的活动

了。在这⾥还是要跟基建部以及前往新园

区⽀援的每⼀个⼩伙伴说⼀声，⾟苦了！

辉哥（质量管理团队）:

新园区⻬全的配套，统⼀的规划，就好⽐

⼀个帅⼩伙穿上了合⾝的"正装"。沃⽂特

将会以全新的姿态迎来新⼀轮⾼速发展

期，期待早⽇进驻新园区，与公司共同进

步。

陈姐（财务团队）:

新园区，很向往：向往在采光超好的落地

玻璃窗旁，呼吸着新鲜的空⽓；向往明亮

宽敞的档案室，可以将部⻔的档案很好地

归类；向往多元化的⻝堂，晚上可以打包

菜回家，部⻔聚餐也不⽤到处找地⽅。

阿玲（技术团队）:

新园区，⾼颜值与功能性并存。新园区的

⽣产和研发更集约化，集⽣化，发光，

POCT于⼀起，是思维的碰撞，更是创新

的来源。平台已经建好，只等我们⼀展⻛

采。期待在新家园继续开拓创新，设计开

发出质量领先的沃产品。新家园，新起

点，新征程，⼀如既往拼搏奋⽃。

FrankL（市场团队）：
盼望着，盼望着，距离搬家的⽇⼦更近
了。说起我对新园区，新办公室的期待，
那⼀定是更舒适，更⾃由，更健康，更智
能。我记得苹果CEO�乔布斯说过：“⼀个
完美⽆瑕的⼯作环境能激励员⼯在⼯作上
追求完美“。尽管⼯作环境在⼯作中起到
的作⽤并不显著，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新
园区满怀期待。我在⽀援园区建设的时候
偷偷在未来的⼯位上感受了⼀把，感觉太
赞了！作为市场团队的⼀员，期待我们可
以将更多先进的⿊科技融⼊到办公环境中
去，我们的⼯作场所也不仅仅局限于办公
桌前，把冰冷的格⼦间变成更开放、更包
容的空间，同事之间交谈也不局限于会议
室，可以在茶⽔间，可以在绿茵⻓廊，可
以在空中花园，可以在更多空间碰撞出更
多、更精彩的⽕花。

杰娃⼉（技术服务团队）：

新园区的建成，让我们应⽤技术的⼩伙伴

拥有⾃⼰的培训会议室和管理更为便捷的

试剂冰箱，⽅便部⻔⼯作的同时，也可以

为客⼾提供更良好的售后体验。优美的⼯

作环境可以带来愉悦的⼼情，当然也可以

提升⼤家的⼯作效率和积极性啦！祝愿公

司新园区开⻔红，业绩节节攀升。

欧阳⼩哥：

听完⼩伙伴们对新园区的期盼，深感⼤家

早已按捺不住，准备在新家园⼤展⾝⼿

了。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都逐渐意

识到，办公场所早已被赋予了更多的意

义，除了给我们遮⻛挡⾬，让我们专⼼⼯

作以外，还是⼀个集创造、学习、合作、

社交为⼀体的新空间。在那⾥，我们能够

碰撞出更多的想法；在那⾥，我们能够提

升更多的⼯作效能；在那⾥，我们能够实

现更⾼的⾃我价值！

艺丹（⽣产团队）：
对我们⽣产团队⽽⾔，最⼤的期盼就是更
⼤的场地，以更好地在保证产品质量的前
提下，满⾜市场需求。同时我们是⼀个以
科技为主的公司，在新园区我们会增加⼀
些⾃动化设备，以提⾼效率，保证质量。
也希望⼤家在新的环境中更有⼲劲⼉，更
具奋⽃精神，不负公司的期望，不负⻘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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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娃并不是解决⼈⼝⽼龄化带来的养⽼难题的唯⼀战略，快速进⼊“中国制造2025”提升

⼈均产值，也是解决未来国家养⽼能⼒的⼀部分。如果你不想⽣啦，那我们就⼀起加油创

新吧！

爱成都，爱工作，爱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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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什么是⼯业4.0，我们先了解⼀下⼯业制造前

3次⾰命。

“⼯业1.0”是18世纪末从英国发起的�“蒸汽

时代”，⼈类开始⽤机械动⼒替代⼈⼒：

1785年，⽡特制成的改良型蒸汽机投⼊使

⽤，蒸汽织布机的出现；1807年，美国⼈富

尔顿制成的以蒸汽为动⼒的汽船试航成功；

1814年，英国⼈史蒂芬孙发明了“蒸汽机

⻋”等，都是⼯业1.0的产物。

“⼯业2.0”是20世纪初的�“电⽓时代”，⼈

类开始借助电⼒⼴泛⽤于⼯业，1866年，德

国⼈西⻔⼦制成了发电机；到70年年代，实

际可⽤的发电机问世。电器开始⽤于代替蒸汽

机器，成为补充和取代以蒸汽机为动⼒的新能

源。电⼒应⽤场景更多，更便捷，成本更低，

除了运⽤于动⼒，电灯、电⼦产品等其他⾮动

⼒产品也有了基础。

“⼯业3.0”是�“信息化时代”，是电⼦与机

械的结合，利⽤电⼦与信息技术，使制造过程

更专业、更时尚、更年轻的⽣活读本
ORIENTER  BIOTECH

MAGAZINE

⼯业4.0时代
⽂�/�杨⽅平

⾃动化控制程度进⼀步⼤幅度提⾼。从20世

纪70年代开始并⼀直延续⾄现在。

“⼯业4.0”是德国推出的概念，美国叫“⼯

业互联⽹”，我国叫“中国制造2025”，各

国都在确定⾃⼰的⼯业发展⽅向，这本质内容

是⼀致的，都指向⼀个核⼼，就是智能制造。

“中国制造2025”依托于“互联⽹+”概念推

动，“互联⽹+”是⼀个多领域应⽤的⼤概

念，“互联⽹+”⾥⾯有“互联⽹+⾦融”叫

做互联⽹⾦融、“互联⽹+零售”、“互联⽹

电⼦商务”，⽽“互联⽹+制造”就是智能制

造。它将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所

以很多⼈说，“互联⽹+制造”就是中国智能

制造——中国⼯业4.0，是整个中国时代性的

⾰命。

⼯业1.0到⼯业4.0

第⼀次
⼯业⾰命

��创造了机器⼯⼚的
“蒸汽时代”

第⼆次
⼯业⾰命
将⼈类带⼊分⼯明确、
⼤批量⽣产的流⽔线模
式和“电⽓时代”

第三次
⼯业⾰命
应⽤电⼦信息技术
进⼀步提⾼⽣产⾃动化⽔平

第四次
⼯业⾰命
开始应⽤信息物理
融合系统（CPS）

复杂程度

1784年，出现了第⼀台机械织布机

传送带⽅式于1870
年开始在⾟⾟那提屠
宰场使⽤

1969年，
美国Modicon公司
推出084�P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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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智能

⼀个智能产品，须具备⼀定逻辑判断能⼒，

产品有了⾃⼰的“思考”。⽤⼀个指令通过

运算⽀持多个任务联动，并根据反馈能适当

调节。例如⽼⼀点的汽⻋上的空调可以通过

电⼦按钮发出升降低⼏度指令，压⼀下降1

度，这是“⾃动化”。现在智能汽⻋，直接

通过语⾳调节空调温度，智能系统根据环境

主动判断应该制冷还是制热，协调空压机、

⻛机快点或者慢点等。这就是产品“智

能”。当然这只是产品最简单的“智能”，

现在智能家居，⼈—物—物的⾃动互通和互动

已是常⻅。

⼀个智能的企业，该拥有能⾃主串联业务，

⾃主协调业务模块，分析、判断、调整数据

的系统。⽐如：客⼾下单了⾃动⽣成任务清

单和物料采购计划，仓储系统⾃主完成供应

商送货通知，⽣产系统告诉成品WMS该来提

货。 

⽬前某汽⻋已经实现下单智能化，下单即可

拿到⾃⼰的⻋架号，由系统分配各项任务给

供应部⻔。国内也有药企、⽜奶⽣产企业实

现了⽣产智能化，员⼯主要负责设备维护，

数据监测。

⽆论是智能产品还是智能企业，都有⼀个共

性，由系统处理和传递信息，系统可以替代

⼈分析、传递信息、发指令给⾃动化设备

等。智能化将让⼈类更⾼效，更轻松。

我们期待智能给我们⽣活带来的改变，“冰箱

告诉超市，需要什么蔬菜；电视告诉空调，

主⼈睡了……”

有智能，
科幻世界离我们远吗？

⼤家还认为《我的机器⼈⼥友》有情感的机

器⼈很遥远吗？钢铁侠不存在吗？某远程⼿

术机器⼈，已经实现⼿臂灵活控制。我们的

⼿机电容触屏已经可曲⾯，触感灵敏。AI语⾳

机器⼈已经⽤于玩具，通过⼤量训练，情感

越来越丰富。这些技术组合起来离科幻电影

场景越来越近。

现在某⻋根据⾯部识别情绪，播放适合氛围

的歌，喷不同味道⾹⽔，发现犯困吹冷⻛清

醒，情绪识别已经实现。波⼠顿机器狗已经会

打滚、跑、跳了，钢铁侠还会远吗？ 

⼯业4.0就是现实版科幻⼤⽚。

⼯业4.0带来的机会

信息平台化，企业间的围墙打破。企业与企

业的合作越来越多，⾏业与⾏业合并更多。

华为+北汽发展智能汽⻋，美的+⼩⽶发展智

能家电。

抓住客⼾需求，成为智能实现者，正如我们

智慧⽣态实验室产品，解放客⼾。未来的商

业模式要求企业要在制造过程中尽可能多的

增加产品附加价值，拓展更多、更丰富的服

务，提出更好、更完善的解决⽅案，满⾜消

费者的个性化需求，软制造+个性化定制道

路。

未来的商业模式：以解决客⼾问题为主。未来

的产品制造业产品：实体产品+细分服务+体

验感，增加附加值；未来的硬件核⼼：带有信

息功能的系统；未来的制造模式：注重个性需

求，批量定制；未来挑战：推进⼯作的组织问

题，标准协调统⼀问题。

当然我们也要警惕，不可盲⽬追求智能化。

中国⼤企业⼤⽽不强，整体还处于⼯业2.0或

者2.5时代，基础⼯业薄弱，还未达到美国德

国那样⾼、精、尖。智能化⼯业⼀定是建⽴

在⾃动化⼯业上，⾃动化的稳定可靠是智能

化的根基，未来智能化在产品中的研发占⽐

加重，产品智能化要求更⾼，挑战和机遇更

多。

 “中国制造2025”应对新⼀轮科技⾰命和产业

变⾰，明确阐述⽴⾜我国转变经济发展⽅式

实际需要，围绕创新驱动、智能转型、强化

基础、绿⾊发展、⼈才为本等关键环节，以

及先进制造、⾼端装备等重点领域，提出了

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提升增效的重⼤战略

任务和重⼤政策举措，中国正在实现⼯业⽔

平弯道超⻋，对于更智能的需求更加明确，

⼒争到2025年从制造⼤国迈⼊制造强国⾏

列。

结语

⽣娃并不是解决⼈⼝⽼龄化带来的养⽼

难题的唯⼀战略，快速进⼊“中国制造

2025”提升⼈均产值，也是解决未来国

家养⽼能⼒的⼀部分。如果暂时没有造

⼈计划，那我们就⼀起来打造⼀个智能

时代吧！

⼀开始并没有想好这个⽂章到底应该叫

“⼯业4.0”还是“互联⽹+中国制造

2025”，思量好久，在过去三代的⼯业

发展中，中国⼀直是跟随学习⼯业1.0、

2.0、3.0，我们是追赶者，现在我们超

越者，胜者为王，希望有机会讲“中国制

造2025成为世界的2025”，加油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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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看⻅了我们
⽂�/�刘迎春

泸定桥

“这泸定桥，远看很安静，⾝临其境则
晃晃悠悠呀。”

原以为会像以前去的玻璃栈道⼀样是个纸⽼

⻁，没料到远远看着不晃，⾃⼰⾛在上⾯的

时候却是双脚发抖，全程不敢看桥下⾯的江

⽔，不禁感叹当年⻜夺泸定桥的战⼠们是何

等的英勇。桥的两边，绿江之上，眼睛能感受

到的有限，经历却可以弥补这种有限，因为

我们⼀起经历着。

折多⼭

“洁⽩夺⽬，我有你羡慕的⾊彩，我却
羡慕你的纯⽩，谢谢你的洁⽩⻅证了彩
⾊的爱情。”

康定，⼀座充满⽂化特⾊的城市，我满⼼满眼

都是你的浪漫与悠扬，情歌、信仰、佛、热

情……遇⻅你们使我灿若星河。

错峰出⾏还堵⻋是我没料到的，⼀路⾛⾛停

停，途中看⻅了雾在半⼭腰，看到了玛尼堆。

这⼀次的出⾏全赶上阴天，是遗憾也是幸运，

因为看⻅了不⼀样的景⾊。没有阳光的照射，

雪还是刺眼。折多⼭海拔4298⽶，我们在康

定市买了两罐氧⽓，但没⽤上，可能是海拔不

够⾼，我们⾝体还可以，也可能因为我们是彼

此的氧⽓。

丹巴

“⾛⾛停停的我们，或许就是此刻最美
的景⾊。”

折多⼭下来以后，开着⻋继续前⾏，⼀路上

遇到很多牦⽜，在光秃秃的⼭上低着头在吃

什么，全是放养状态。晚上在丹巴县落脚，丹

巴县四⾯环⼭，和康定市⼀样，建筑都是沿

河⽽建，城市不宽却很⻓。

第⼆天⼀早整装待发，因为交通管制，我们

往回沿着211省道开回成都。返程天⽓出奇的

好，在⼭脚都可以看清楚雪⼭之巅的棱

⻆。211省道穿过隧道的数量可能⽐我之前所

穿越的隧道都多，⻋⼦开出隧道的⼀瞬间顿

觉豁然开朗，不远处的⼭还是⼭，⼭因光影

变幻着颜⾊，有开盲盒的感觉。

在夜幕降临之际赶回成都，结束了三天的⾃

驾之旅。泸定桥、折多⼭、塔公草原、墨⽯

公园、丹巴，雪⼭、牦⽜、红砖、墨⽯、⼭

涧……我们共同⾛过的世界⼜多了⼀⽚，他们

也看⻅了可爱的我们。我喜欢拍脚，脚下的路，因为这是我们⾛过

的⾜迹呀；我喜欢拍景，眼前的景，因为这

是我们看过的世界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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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对喜欢的⼈不会说喜欢你，会说我想你；

对想⼀起同⾏的⼈不会说⼀起⾛，会说我这⾥刚好多⼀张票；

对想⻅的⼈不会说想⻅你，会说要不要⼀起吃个饭；

对想相伴⼀⽣的⼈不会说与⼦执⼿⽩头偕⽼，会说我们有时间

⼀起出去⾛⾛，让他们看⻅我们。

哞哞~

They saw

Us
蓝⽩红绿⻩的经幡，分别代表蓝天祥云⽕焰

⻓河⼤地，⻛吹动⼀次经幡，就相当于诵经

⼀遍，是在祈福他们，是细数我们过了四分

之⼀的五彩⼈⽣。⻛中带着⼀丝信仰，幡中

就是你我的世界，⻛有了幡她更灵动，幡有

了⻛他更飘扬，愿我们如⻛和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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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场诚意⼗⾜
⼜仪式感满满的中式婚礼

⽂�/�蒋涛

西式婚礼新潮⽽简约，中式婚礼庄重且⼤⽓。在今年的五⼀⼩⻓假，我有幸在川北的⼀座千年

古城⾥，以司仪的⾝份，⻅证了⼀场独具古⻛韵味的中式婚礼。

在川北古城酝酿⼀场婚礼

对于没有接触过婚礼主持的我来说，即便是

主持以简约浪漫著称的西式婚礼，也是⼀项不

⼩的挑战，⽽主持这场中式婚礼着实让我感

觉新鲜⼜紧张。好在⼀起筹备的，都是⼤学期

间在校主持的⽼搭档，多少⼼安了些。

看场地、定流程、布置现场、准备物资……在

筹备婚礼时，我们做了⼤量的准备⼯作，虽

然繁琐，但并未感到太过紧迫。我们全程都乐

在其中，也不禁感叹，传统⽂化的婚嫁礼仪

真的是极其讲究。⽽这次婚礼的地点——昭化

古城，⼀个传承千百年的古镇，⼀街⼀巷、⼀

砖⼀⽡⽆不散发着历史的韵味，沉淀着昭化

的⼈⽂习惯和⻛俗⽓息。

更巧妙的是，新郎将古城内的乐楼选定为举

⾏婚礼仪式的场地，亭台楼阁，雕梁画栋。

乐楼⼊⻔处便铺上了⻓⻓的红⾊地毯，直通

⾼台，两边挂上了喜庆的红⾊灯笼，间隔中

式绣球，缀以灯笼、油纸伞，再摆上桌椅，

供来宾观礼。亭台⼆楼挂上了⻓⻓的红⾊垂

幔，古朴⼤⽓，⽆⼀不展⽰着婚礼的庄重浪

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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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不及红颜⽉
是缘是成相知⼈
这是誓词，也是新郎写给新娘的专属情诗。

“你⼀定要去⻅那个你⼀⻅到就笑的⼈，还

有那个⼀⻅到你就笑的⼈，这两者缺⼀不

可。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体会到，双向奔

赴是⼀种多么奇妙的体验。它的意义⼤概就

是，当你想奋不顾⾝地为⼀个⼈的时候，他

恰巧也在热烈的回应你。”这段话曾被我录成

⾳频存储在⼿机⾥，我已经记不得是在哪⾥看

到的了，⼤概是某本⾼三偷偷看过的短篇⼩

说⾥，⼜或许是在哪部触动⼈⼼的⽂艺电影

⾥……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找到了那

个⼈，并把她的名字写在诗⾥，刻在⼼底，

这应该就是国⼈所追求的“愿得⼀⼈⼼，⽩

⾸不相离”。

在传承中创新
在创新中传承

新郎是⼀枚95后新锐影视特效设计师，他亲⾃

操⼑剪辑的婚礼实录在Bilibili上⼀经发布，就

吸引了⼤量关注并迅速被推上热⻔，播放量

100多万次。国⻛元素、中式浪漫，⼤家对这

场诚意⼗⾜⼜仪式感满满的中式婚礼都赞赏有

加，原来这么多⼈都⾮常关注并认可中式婚礼

独有的仪式感。

⽂化之所以区别于历史，就在于历史是静态

的，发⽣过的事就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会改变

的；⽽⽂化是动态的，是发展的，随着⼈类⽂

明的历史进程不断向前，我们去其糟粕，取其

精华，形成我们⾃⼰特有的精神与信仰，⽅为

⽂化。

简约的西式婚礼有其浪漫和唯美，庄重的中

式婚礼也有其独树⼀帜的韵味。

中华⽂明⼏千年的⽂化沉淀，形成现今的⾃

由格局，我们尊崇⽂化的多样性，我们也渴

望创新。期待国⼈满怀对中华⺠族⽂化的⾃

信，继续传承和发扬⺠族传统⽂化。

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

两府联姻
缔结秦晋之好
中华⺠族，礼仪之邦，仪式之于中国⼈⽽

⾔，或许⽐那⼀纸婚书更为关键。在古⼈眼

⾥，定是要依古礼，拜天地后，才算是结为

了夫妻，⽽今中国⼈也习惯把举办婚礼视为

⼀对新⼈喜结连理的象征。

这场婚礼⾼度还原了传统婚礼，迎亲、花

轿、凤冠霞帔、拜堂交杯……新郎官穿着宋代

婚服，骑着⾼头⼤⻢，在⼀众迎亲队伍的簇

拥下，赶往新娘的住所。⽽新娘，⾝着嫁

⾐，⾜登绣履，腰系流苏飘带，下着绣花彩

裙，头戴凤冠，⾝披霞帔，在喜庆热闹⼜充

满趣味的接亲仪式后，坐上花轿，与新郎官

⼀同赴乐楼，举⾏婚礼仪式。

“今⽇，岳、成两府联姻，缔结秦晋之好，
以六礼之⾄，⾏婚典之仪！”

站在台上主持的我，这是第⼀次真正感怀于

中华⽂字的精妙，⼤⽓磅礴⽽⼜温婉甜蜜。

古⾊古⾹的乐楼，⼤⾯积的红⾊和国⻛元素

的点缀，来宾们置⾝其中，满⼼满眼都是对

这对新⼈的祝福。

新郎新娘牵着红绸缓缓⼊场，跨⽕盆登台就

接亲队伍⼀路上旗锣伞扇，浩浩荡荡，引得

游⼈驻⾜观看。很多游⼈以为这是⼀场演出，

在得知是真结婚后，纷纷献上祝福。穿过古

城⾥来来往往的⼈群，抵达乐楼。

位。⼆⼈⾏拜堂之礼，⼀拜天地，⼆拜⾼

堂，在夫妻对拜之后许下⼀⽣的誓⾔。新郎新

娘共饮合卺酒，这代表着新郎新娘携⼿并

进，共⾯未来。

“⼤婚礼成”是婚礼的结束，更是幸福⽣活的

开始。整场婚礼紧张但有序，礼成后新郎新

娘的缓缓退场，宣告着这场婚礼完美落幕。⽽

我这颗从踏⼊昭化古城就开始紧张的⼼，在

这⼀刻，终于落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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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场⻓跑，
⽽⾼考是第⼀道冲刺线
⽂�/�龚岚

⼈⽣是⼀场⻓跑，⾼考不是终点，只是⼈⽣
的第⼀道冲刺线。所以⾼考考得好，不要骄
傲，因为“路漫漫其修远兮”。当然也要理
性看待⾼考的重要性，⾼考的分数代表着你
将踏⼊什么样的⼤学，与什么样的⼈同⾏，
这⼀点尤为重要，所谓近朱者⾚近墨者⿊，
这或许会影响你的⼀⽣。

看⻅学⼦们欢喜的脸庞，我打⼼底⾥为他们
⾼兴。⽽对于那些发挥失常，没有考好，计
划着复读的考⽣，我在感到惋惜的同时，也
很⽀持他们，因为他们很有主⻅，对⾃⼰的
成绩不满意想要再来⼀年。这份勇⽓与毅⼒
确实难得，特别是在经历了这样⼀段奋⼒拼
搏的⽇⼦之后。年轻时的冲动与疯狂真是少
年们最美好的品质。

今年⾼考已然落幕，但⼈⽣不仅仅只有⾼
考，接下来的学⼦们⼜将开启⼀段崭新的旅
程，去到更辽阔的天地开创和享受更⼴阔、
更精彩的⼈⽣！

要相信美好就在不远处，所有的努⼒与坚持
都会造就不⼀样的你，最后的你⼀定会在⾃
⼰所处的位置上闪闪发光！

2016年，我参加了⾼考，五年过去，我慢慢
明⽩，⾼考的意义不在于考上了⼀个好学校
你就能⼀劳永逸、⻜⻩腾达，也不在于考差
了就再也没有出头的机会。⾼考的意义在于
那⼀段经历，早晨醒来的第⼀件事情便是看
书，晚上闭眼的时候仍然在回顾今天学过的
知识点，是每个⼈毅⼒的较量，熬不下去的
⼈率先出局。

这⼀段经历对于学⽣来讲⽆疑是⼀种的洗
礼，只有付出了才能有回报，这是⼀场公平
的竞争。这些⽇⼦吃过的苦，最终会成为记
忆，烙印在每⼀个⾼考学⼦的⼼中。在往后
的岁⽉中，这些记忆都化作⼀种动⼒。回想
当初的坚持，都会特别佩服和感谢⾃⼰，佩
服那个努⼒的⾃⼰，感谢那个不曾放弃的⾃
⼰，那激扬的⽃志与热⾎，代表着那时候的
拼搏与不服输的精神，也提醒着⾃⼰在未来
⼈⽣中不要放弃。

伴随着栀⼦花的清⾹，⾼考落幕了，⼴⼤学⼦们查分数激动的样⼦在
⽹络上疯狂传播。看着视频⾥查到分数的孩⼦们激动的情形，我也跟
着激动起来。⾼考分数⼀出，有⼈欢喜有⼈愁，有些达到了⾃⼰的⽬
标分数，⽽有些学⼦们已经做好复读的准备了。

我不禁在想，⾼考意味着什么？它真的能够定义⼤多数⼈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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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鹦鹉》

作者：叶⾬菓
年龄：10岁

作者：朱丽安娜
年龄：6岁

《⾹蕉树》

︽
创

意
画

︾

作
者
�
张

静
涵

年
龄
�
9
岁

《最美妈妈》
作者：谢镕旭 年龄：5岁半

《书法字》
作者：张城铭 年龄：13岁



好⽚推荐 Recommendation
巷⼦⾥⻜奔的⼩⼩⾝影

村⼝满是期盼的热切眼神

⼭的这边

⽇出⽽作 �⽇⼊⽽息

是分明的四季和满是庄稼的⽥地

⽽⼭的那边

⼭⾼⽔远 �漂泊⽆依

是⽆尽的想念和满怀希望的坚持

编辑�/�成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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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伴

类型:�微电影

制⽚国家/地区:�中国

语⾔:�汉语普通话

⽚⻓:�8min56s

关键词：亲情���陪伴���⼭的那边����责任

沃⽂特影业出品

80后的罗娟回想起⼉时⽗亲扛起家庭重任，离家去⼭的那边打⼯，她和妈妈在村⼝满怀期
待盼⼈归来；时光⻜逝，⾝份互换，是⽗⺟们在村⼝盼⼈归来。这是⼀个时代的缩影，有
亲情，更有责任。

这部微电影，赶在⽗亲节之际温情上线，将我们带回那段时光。如果可以，请多陪⼀陪家
⼈，因为他们在等，就像当初你等他们⼀样。

剧情简介

致敬那些为国家发展贡献⻘春与⼒量的⼈⼉

����������致敬那些守着孤独⼜满眼都盼着团聚的⼈⼉

时光⻜逝

⽗辈们将⻘春留在了⼭的那边

也给了我们这⼀代更好的未来

时代在变迁

关于奋⽃的故事还在书写

那些亲情的温暖还在延续

⼀代⼜⼀代   薪⽕相传

Salute th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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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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