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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ACE

⼏百年来，⼏千年来，⼈类总是保持着向上的姿
态，创造价值，驾驭未来。我们能站在⼭巅与⽇⽉
星⾠对话，也能站在房间与⼈⼯智能畅谈。曾经
“⻋⻢很慢”，如今“⼀屏知天下”，在漫⻓的⼈
类发展历程中，我们的⾐⻝住⾏、⽅⽅⾯⾯都经历
着瞬息万变。

历史学博⼠尤⽡尔·赫拉利提出过，进⼊农业⾰命
后，⼈类被迫增加了更多的⼯作量，过得⽐狩猎采
集时代更繁忙、更⾟苦。但是，千百年来，⼈类每
时每刻都在想尽办法提⾼效率，创造奇迹。⼈类总
想着“多⾛⼀步”、“多做⼀点”，正因如此，我
们的⽣活千变万化，万象更新。

医学技术的发展，使得⼈类寿命不断延⻓。当美国
医⽣威廉·莫顿⾸次将⿇醉技术应⽤于外科时，⼈
类医学史开启新的征程，外科⼿术不再意味着⽆尽
痛楚。探索浩瀚宇宙是⼈类的共同梦想，仰望星
空，捷报频传。近⽇，神⾈⼗三号成功返回地球。
正因为航天⼈员的潜⼼研究，神⾈⼗三号才得以穿
越⼤⽓，浴⽕凯旋……在⼈类历史发展的⻓河中，
每个⾏业、每个个体都在为每⼀项⼯作的优化⽽努
⼒，⼈⼈“多⾛⼀步”，事事“多做⼀点”，最终
让我们的⽣活发⽣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对于企业来说，“多⾛⼀步”同样⾄关重要，企业
的每⼀步都会是加速⼈类社会发展的⼀⼤步。⽽这
⼀步定是以社会、以客⼾为中⼼的，客⼾才是企业
持续创新的内驱⼒。

坚持以客⼾为中⼼，是诸多企业的宗旨。从产品到
服务，华为都遵循着客⼾导向的理念。公司希望所

多
走

一
步

 

有地区的⼈们都能享受优质的通信服务，哪怕像⾮
洲这样艰苦的地区，华为也前往扎根当地，解决客
⼾痛点。正因为有着⼼系客⼾的理念，华为也奠定
了成功的基础，成为⾸屈⼀指的企业。

成为全球备受尊重的体外诊断企业，是沃⽂特⼀直
以来坚持的企业愿景。“尊重”这两个字所代表
的，正是社会回馈，客⼾价值。这要求我们永不满
⾜于现有市场提供的产品，永远为客⼾多想⼀点，
多⾛⼀步，以洞察客⼾为导向，解决客⼾痛点的同
时创造潜在需求，为客⼾带来前所未有的便利和价
值。

⼗余年的创新和研发之路，沃⽂特实现从0到1的突
破，从便检到⽣化试剂，再到化学发光、流⽔线，
⼀步⼀个脚印。“多⾛⼀步”带来了可喜的成果，
去年上线的沃⽂特智慧⽣态实验室解决⽅案，让检
验科⽼师有更多的精⼒去提⾼检验质量，更好地服
务临床，推动现代检验科往⼀个全新的智慧⽣态⽅
向发展。

在前进与探索的道路上，企业作为⼀个组织系统，
更离不开每⼀位员⼯的并肩作战。我们希望打破常
规的单⼀组织体系，搭建动态的组织结构，充分赋
能企业员⼯，将他们的创造⼒与客⼾价值紧密联系
在⼀起，实现真正的“以客⼾为中⼼”的协同共享
系统。

正因为“以客⼾为中⼼”，我们的赛道更宽阔了，
我们不仅将继续坚守“多⾛⼀步”的客⼾导向，还
将迈进“构建医学检验价值”的多元赛道。希望我
们的“多⾛⼀步”，成就世界医学领域的⼀⼤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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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西区医院（九⻰坡区⼆院）始建于1958年，为响应国家深化公⽴医院改⾰的号召，区⼆院成为九⻰坡区公⽴

医院分类发展改⾰试点单位，在九⻰坡区政府⽀持推动下，与四环医药控股集团合作办医。区⼆院新医院坐落于

九⻰坡区华岩新城，建成于2021年，并在今年1⽉盛⼤开诊，是⼀所按三甲标准建设的现代化综合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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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全国卫⽣重点公布，关系所有器械领域

医疗领域相关的十四五规划陆续发布完毕，新纪元开启。在五年的总体目标和要求之下，医疗器

械行业迎来转型期和快速发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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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疗器械国产替代⽅⾯，除了技术层⾯的差距之外，⽤⼾观念上的转变仍需加速。临床医⽣的使⽤意愿和⾏为很⼤程度上影响着国产器械的市

场竞争⼒，⼀定程度上的政策扶持是必要步骤。

摘选⾃“赛柏蓝器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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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国家卫⽣健康委召开全国卫⽣健康规划信息⼯作电视电话会

议。会议发布了2022年全国卫⽣健康规划信息重点⼯作。

2022全国卫⽣重点公布，
关系所有器械领域
来源：赛柏蓝器械�/�中国卫⽣杂志

医疗领域相关的⼗四五规划陆续发布完毕，新纪元开启。在五年的总

体⽬标和要求之下，医疗器械⾏业迎来转型期和快速发展期。

四⼤医疗器械建设重点 重点⼀：加快防疫基础设施建设

会议指出，充分利⽤⼤数据⽀撑疫情精准防

控，推进“⼀码通⾏”。重点推进边境地区

疫情防控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国家紧急

医学救援基地、国家重⼤传染病防治基地、

各级疾控机构等项⽬建设。

在传染病防治⽅⾯，《“⼗四五”医药⼯业发

展规划》提出，我国应对重⼤公共卫⽣事件

的能⼒需增强，企业开发罕⻅病药、⼉童药

积极性低，⼩品种药仍存在供应⻛险。

根据应对新发、突发传染病等重⼤公共卫⽣

事件需要，开展前瞻技术布局，建设疫苗、

药品、诊断试剂、防护物资、医疗器械应急

研发和产业化技术平台，筛选和开发候选产

品，形成良好技术储备。完善应急审评审

批、检验检测、监督检查机制，提升应急状

态下对新型药品、医疗器械的快速评价和检

验技术能⼒。

到2025年，重⼤疾病防治药品、疫苗、防护

物资和诊疗设备供应充⾜，医药储备体系得

到健全；基本药物、⼩品种药、易短缺药品

供应稳定，⼀批临床急需的⼉童药、罕⻅病

药保障能⼒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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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建设⾼端医疗装备应⽤⽰范基地

会议明确，推进卫⽣健康项⽬建设，开展疑

难病症诊治能⼒提升⼯程绩效评估，加快在

建项⽬建设进度。修订委属（管）单位基本

建设管理办法。会同⼯业和信息化部启动⾼

端医疗装备应⽤⽰范基地建设。

不可忽视的是，我国医疗装备产业发展不平

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在关键核⼼技术、

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创新产品推⼴应⽤

等⽅⾯还存在短板弱项。

《“⼗四五”医疗装备产业发展规划》要求，

到2025年，医疗装备产业基础⾼级化、产业

链现代化⽔平明显提升，主流医疗装备基本

实现有效供给，⾼端医疗�装备产品性能和质

量⽔平明显提升，初步形成对公共卫⽣和医

疗健康需求的全⾯⽀撑能⼒。

重点三：全⾯实施“⼗四五”规划

将建⽴“⼗四五”卫⽣健康领域规划监测评

估机制，研究制定中期评估和总结评估全过

程管理⽅案，增强规划执⾏的刚性约束。同

时，制定医疗卫⽣服务体系规划论证管理办

法，建⽴论证机制。

前不久，2022年全国医疗器械监督管理⼯作

会议提出，2022年将深⼊开展⻛险隐患排查

整治。聚焦重点产品、重点企业和重点环

节，深⼊开展⻛险隐患排查，定期开展⻛险

会商；开展医疗器械“线上清⽹线下规范”

治理，加⼤⽹络销售监测⼒度。

持续加强疫情防控医疗器械监管。加强对疫

情防控医疗器械⽣产和经营使⽤环节监管，

加⼤对疫情防控医疗器械抽检⼒度。

议强调要牢牢守住⽹络安全底线。

在医疗信息建设⽅⾯，国家九部⻔发布的

《关于印发“⼗四五”医药⼯业发展规划的

通知》提出，将推动医药⼯业⾼端化、智能

化和绿⾊化发展，促进互联⽹、⼤数据、区

块链、⼈⼯智能等新⼀代信息技术和制造体

系融合，提⾼全⾏业质量效益和核⼼竞争

⼒。

⿎励有条件的企业建设智能⼯⼚，开展

“5G+⼯业互联⽹”创新应⽤，引领全⾏业数

字化转型。实施“⼯业互联⽹+安全⽣产”⾏

动计划，加强信息技术在企业安全管理中的

应⽤，增强安全⽣产的感知、监测、预警、

处置和评估能⼒，提升本质安全⽔平。

五年内，将重点发展7⼤医疗器械领域，包括

诊断检验装备、治疗装备、监护与⽣命⽀持

装备、中医诊疗装备、妇幼健康装备、保健

康复装备、有源植介⼊器械。

持续完善审评审批政策，发展与技术创新相

适应的审评能⼒，健全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的

新药评估机制，充实审评⼒量，建⽴研审联

动⼯作机制，促进临床价值确定的创新产品

加快上市。

发展若⼲创新药、新型医疗器械重磅产品，

提⾼对⾏业增⻓的贡献率。围绕医疗器械研

发链条，⽀持建⽴可从事产品设计、技术开

发、⼯装开发、合同定制、质量检测的专业

化服务机构，提⾼医疗器械分⼯协作⽔平。

不断加强监督检查检验和监测评价。持续开

展⻜⾏检查，强化质量监督抽检，加强不良

事件监测。持续加⼤违法案件查处⼒度，严

惩重处医疗器械违法违规⾏为。

另外，国家将加强监管法规制度体系建设，

根据《药品管理法》《疫苗管理法》和《医

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加快配套规章制度

的制定和修订。

重点四：着⼒推进“互联⽹+医疗健康”

会议表⽰，将印发“⼗四五”全⺠健康信息

化发展规划。着⼒推进“互联⽹+医疗健康”

规范发展，推进基层便⺠服务应⽤，开展全

国医疗卫⽣机构医疗健康信息互通共享三年

攻坚⾏动。着⼒推进健康医疗⼤数据应⽤发

展，推进数据分类分级开放应⽤。同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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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酸Ct值是什么?

张⽂宏解读

对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案（试⾏第九版）》这⼀版诊疗⽅案，张⽂宏说，这是⽬前为

⽌我国发布的最科学、最合理的⼀版诊疗⽅案。

从第⼀版到第九版，从对新冠病毒⼀⽆所知，最早诊疗⽅案都是凭医学⽅⾯的经验制定。随着

科学证据越来越多，最终，诊疗⽅案必须完全基于科学制定⼀个最合理的⽅案。

据⼈⺠⽇报专访及央视新闻报道，国家传染病医学中⼼主任张⽂宏对《⽅案》的解读如下：

3⽉15⽇，国家卫健委发布《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诊疗⽅案（试⾏第九版）》（以下简称

《⽅案》）。⽅案中对我国防疫政策⾸次作

出重⼤调整。

《⽅案》修订内容主要包括：

1.轻型病例实⾏集中隔离管理，不再收⼊定点医院，避免造成医疗机构床位紧张。

2.解除隔离管理及出院标准修改，由核酸检测阴性改为核酸检测Ct值≥35。

3.出院后隔离14天改为7天居家健康检测。

4.核酸检测Ct值⼤于35时，不算作核酸阳性。

其中两条⽐较引⼈关注：1.核酸Ct值⼤于35不再算作阳性；2.轻型患者不⽤住院。

我国⼀直采⽤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的标准：

Ct值＞40，核酸阴性；Ct值<40，核酸阳性。

这次的《⽅案》中，将Ct值从40降低到35。

也就是，Ct值>35，核酸检测就是阴性，不再

是确诊病例了。

看到这⾥，相信⼤家也明⽩了：核酸检测阳

性的标准下调了。

张⽂宏解读新冠肺炎诊疗⽅案最新版
来源：全国体外诊断⽹�CAIVD�

核 酸 检 测 “Ct值 ”：Ct值 是 阈 值 循 环 数

（Thresholdcycle），也写作Cq值，荧光信

号⼤于荧光阈值时PCR循环数。

简单地说，Ct值代表⼈体内病毒含量的多

少。判断新冠核酸检测是阴性还是阳性的标

准，看的是Ct值的⼤⼩。

Ct值的数值越⼤，代表病毒含量较少，传染

⼒就越弱；Ct值的数值越⼩，代表病毒含量

较⼤，传染⼒就越强。也就是说，Ct值的数

值与病毒含量、传染⼒成反⽐。CT值越⾼，

就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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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案》为什么没有提到“⽆症状感染

者”？

张⽂宏：⽆症状感染者传染性并不低，仍有

可能出现疾病进展，需要在集中隔离中观

察。诊疗⽅案是针对病例⽽⾔，⽽⽆症状感

染者由于⽆症状，在管理上不放在《诊疗⽅

案》中介绍，⽽是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

控⽅案》中会给予明确。

6、关于分层救治、分层治疗

最新诊疗⽅案⾥，针对医疗机构重点讨论的

是分层救治、分层治疗。张⽂宏表⽰，把病

⼈按照轻症、重症还有⾼危因素进⾏分层，

轻型、普通型都要进⾏分层，轻症病⼈和⽆

症状的⼈会隔离在指定具有医疗条件的隔离

点观察，留出更多医疗资源救治重症病⼈。

“通过这⼏个重⼤标准的制定，会为我们未

来抗疫腾出空间。分层管理的⽅式会促进医

疗资源的优化使⽤，提升医疗资源冗余度，

未来抗疫我们⼼⾥就有把握了。”

7、三种战疫“武器”

张⽂宏认为，⾯对疫情，未来⼈们⼿中将持

有三种“武器”，第⼀是疫苗的充分注射；

第⼆是有抗病毒药物和其他药物包括中医药

等的有⼒⽀撑；第三是有⾮常充⾜的医疗冗

余度。这些对于未来战疫，将会更有利。

1、《⽅案》最重要的调整是什么？

张⽂宏：对这个疾病的认识越来越清晰，我

们的防控原则就会越来越精准。标准的改

变，使感染者隔离时间⼤幅度降低，既让感

染者尽早回归正常⽣活，也避免了医疗资源

的浪费甚⾄挤兑。

2、《⽅案》为什么调整为对轻型病例实⾏集

中隔离管理，不再强调到定点医院集中隔离

治疗？

张⽂宏：未来对轻型病例主要聚焦于要集中

隔离，不再强调收到定点医院，是因为现在

轻症患者向重症进展的⽐例⾮常低。

但对于⼀些可能会发⽣疾病进展的⼈群，如

⾼龄、有基础疾病，在新冠集中隔离点仍会

配备专业医疗资源提供医疗观察，进⾏⻛险

评估和原有基础疾病的治疗。⼀旦有发⽣进

展的⻛险，⻢上可以转到定点医院。

“之前，Ct值在0~40之间都算阳性，但研究数据显⽰，当Ct值⼤于35时，密接者也不会出现感

染，所以这部分‘感染者’不具有传播能⼒，再把他们隔离，会涉及到更多⼈群以及隔离资

源。”

这位专业⼈⼠还说：国内有关研究显⽰，处于恢复期的感染者在核酸Ct值≥35时，样本中未能

分离出病毒，密切接触者未发现被感染的情况。

这位专业⼈⼠的意思是：Ct值⼤于35，样本中没有病毒，密接者也不会感染。

从40降低到35，意味着什么？最新版本的《⽅案》中，Ct值⼤于等于35，检测结果即为阴性，

可以解除隔离�。

4、隔离期缩短，是否存在复阳、⼆次传播的

⻛险？

《⽅案》将“出院后继续进⾏14天隔离管理

和健康状况监测”修改为“解除隔离管理或出

院后继续进⾏7天居家健康监测”。

张⽂宏：基于诊断标准的改变，缩短隔离期

后复阳的概率就会⾮常低。按照我们的研

究，就算复阳了，核酸⽔平都已经⾮常低

了，基本没有因为复阳造成过⼆次传播。

张⽂宏在发布会上说，“核酸CT值越低越

好”并不科学，核酸⽔平低到⼀定⽔平后，

出院就不再具有传染性，⻛险⾜够低，那就

是安全的。这个出院标准相⽐以前出现了⼀

个⼤的调整，意味着住院时间会缩短（现在

上海新冠患者的平均住院天数是15天，核酸

调整后有可能降低到10天）。可以提早出

院，这对于⼀个被隔离的⼈、被隔离的家庭

来说，感受很不⼀样。同时，这样既能让感

染者尽早回归正常⽣活，也避免了医疗资源

的浪费甚⾄挤兑。

3、《⽅案》将解除隔离管理和出院标准修改

意味着什么？

《⽅案》将解除隔离管理和出院标准修改

为:连续两次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N基因和

ORF基因Ct值均≥35（荧光定量PCR⽅法，界

限值为40，采样时间⾄少间隔24⼩时），或

连续两次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阴性（荧光定

量PCR⽅法，界限值低于35，采样时间⾄少间

隔24⼩时）。

张⽂宏：国际上有研究发现、也经过中国专

家的仔细验证，在核酸低到⼀定⽔平后，已

经检测不到具有传播性的病毒了，因此⼏乎

没有传染性。因此，我们核酸阳性判断标

准，从更严格的评判标准到⽬前开始与国际

同步，标准住院时间因此也得以降低。

《第⼀财经》采访的⼀位核酸检测领域的专

业⼈⼠作如下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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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健委：⼤量使⽤进⼝耗材，整改！
来源：赛柏蓝器械

近⽇，福建省福州市卫健委发布巡察整改情

况的通报。

据通报介绍，福州市委巡察⼀组于2021年5⽉

7⽇⾄6⽉9⽇期间对市卫健委党组开展巡察

“回头看”⾏动，按照巡察⼯作有关要求，

通报公布了相关巡察整改情况。

通报提到，针对“对群众反映的使⽤进⼝耗

材造成诊疗负担重等⺠⽣问题重视不够”问

题，印发《福州市卫⽣健康委员会关于开展

市属医院医⽤耗材使⽤情况调查的通知》，

对市属各医院医⽤耗材使⽤情况开展全⾯调

查，根据调查结果，提出相应整改要求。

组织专家到市⼆医院、肺科医院开展医⽤耗

材使⽤情况专题调研督查，针对两家医院存

在的“⼤量使⽤进⼝耗材”问题提出具体整

改措施和要求。

督促指导市⼆医院、肺科医院进⼀步规范医

进⼝⽐例列⼊院⻓考核指标�在医疗器械国产替代⽅⾯，除了技术层⾯的

差距之外，⽤⼾观念上的转变仍需加速。临

床医⽣的使⽤意愿和⾏为很⼤程度上影响着

国产器械的市场竞争⼒，⼀定程度上的政策

扶持是必要步骤。

⽤耗材特别是进⼝⾼值耗材使⽤的审批、知

情、监督等⼯作，促进进⼝⾼值耗材使⽤⽐

例逐步下降。

据统计，2021年10⽉，市⼆医院进⼝⾼值耗

材的使⽤⽐例相⽐8⽉降低3.3个百分点；肺科

医院因疫情救治需要，从2021年9⽉起不再收

治新冠肺炎以外的普通住院患者，⽬前基本

不使⽤进⼝⾼值耗材。

制定印发《福州市卫⽣健康委员会关于进⼀

步加强医疗机构医⽤耗材使⽤管理的通

知》，从健全医⽤耗材管理体系、加强遴选

和采购管理、加强医⽤耗材使⽤全流程监管

等9个⽅⾯全⾯规范医⽤耗材尤其是⾼值或进

⼝医⽤耗材使⽤管理。

将进⼝⾼值医⽤耗材使⽤⽐率列⼊市属公⽴

医院院⻓绩效考核指标，进⼀步督促引导各

医疗机构合理使⽤进⼝医⽤耗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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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壁垒技术领域，国产医疗器械企业很多

领域尚未发育成熟，不少医疗器械和设备还

较为依赖进⼝，如何保证推进和扶持国产替

代的同时，满⾜国内医疗市场需求，需要进

⼝采购政策做进⼀步的完善和调整。

⽇前，地⽅省级层⾯的“两会时间”中，⿎

励国产医疗器械发展议题被频繁提及。

重庆市政协委员、重庆⼭外⼭⾎液净化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光勇认为：随着国家

和各级地⽅政府对医疗器械产业的⼤⼒⽀

持，国产医疗器械产业发展迅速，许多⼤型

医疗设备已达到国际品质。⽽⽬前，国产医

疗设备的采购率依然偏低，提升国产设备采

购率已经成为国内诸多地⽅的共识。

⾼光勇建议，要进⼀步提升重庆本地⽣产医

疗器械的采购率，推动重庆⽣物医药产业⾼

质量发展。建⽴并定期更新《重庆市⾃主创

新重点医疗器械产品⽬录》，同时将⾎液透

析机、床旁⾎滤机（CRRT）等重庆本地⽣产

的应急医疗设备纳⼊重庆市应急储备物资⽬

录，以提⾼重庆⽣产的⼤型医疗设备的市场

占有率。

在提升国产设备采购⽅⾯，安徽省政协委

员、安徽医科⼤学副校⻓梁朝朝也提出了建

议。梁朝朝表⽰，⽬前安徽省各级公⽴医院

国产替代虽然在不断加速，但⼤多数产品仍

主要聚集在技术⻔槛相对较低的领域。据观

察，我国三甲医院中使⽤的⼤型医⽤设备⼤

部分仍是进⼝设备，国产设备能进到⼀线医

疗机构的都是凤⽑麟⻆。

业内⼈⼠表⽰，实际上⽬前在中⾼端医疗器

械领域，国产医疗器械还处于⼀个跟跑的阶

段，还没达到并跑和领跑。国产替代进⼝还

未到⼀个⽐较成熟的阶段，仍在尝试。

⽬前国产替代进⼝主要是些常规设备，以及

⼀些常⽤的⼤型设备，集中在中低端的设备

领域，包括核磁1.5T以下、64排CT以下。超

声监护、IVD设备等常规设备替代程度较⾼。

两会议题：提升国产设备采购率

国产超⻋不能只重速度

政策只是引导，市场才是核⼼，破局的关键仍是研发和技术。

严重依赖进⼝医疗器械。“虽然⽬前省内招

标制度上对国产医疗器械表现出⼀定的倾

斜，逐步接受国产设备，但医疗机构购买和

使⽤国产医疗器械的动⼒不⾜。”

尽管部分国产⾃主品牌的创新医疗器械和⾼

端医疗器械已在技术层⾯与跨国公司产品⽆

显著差异并在性价⽐上领先，却由于对价格

相对不敏感的三甲医院更信赖传统国际巨头

产品，国产医疗器械在三甲医院关键科室的

市场份额仍然较⼩。

梁朝朝建议，安徽要完善政府有关采购政

策，“国产药品和医疗器械能够满⾜要求

的，政府采购项⽬原则上须采购国产，特别

是本省的产品，从⽽扭转各级公⽴医院偏重

进⼝产品依赖现象。”

⽐如：明确将本省⾃主知识产权的智能⽆线

微创医疗装备、智能移动医疗、专科医师规

范化培训装备等⾼端医疗装备纳⼊各级医疗

机构的优先采购⽬录内，让本省的⾼端医疗

装备企业为安徽省的医改提供服务。

“建议我省卫健和医改部⻔完善政府采购政

策，及时更新采购⽬录，将我省医疗器械的

创新产品纳⼊⽬录，从应⽤环节促进我省⾼

端医疗器械制造业加快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国内仍在⾛模仿的⽼

路，在带量采购下，产业集中度提升，市场

份额更多地向头部企业聚拢，模仿带来的同

质化是集采中是没办法⾛远的。弯道超⻋必

须要创新，需要重视关键技术和研发投⼊。

国家指出，到2025年，医疗装备产业基础⾼

级化、产业链现代化⽔平明显提升，主流医

疗装备基本实现有效供给，⾼端医疗装备产

品性能和质量⽔平明显提升，初步形成对公

共卫⽣和医疗健康需求的全⾯⽀撑能⼒。

要加快解决⼀批药品、医疗设备、疫苗、医

学数据等领域“卡脖⼦”问题，提升国家重

点实验室等重⼤医学科研平台设施和装备⽔

平。政策扶持下，医疗设备市场迎来千亿市

场缺⼝。

去年12⽉，国家⼗部分联合发布《“⼗四

五”医疗装备产业发展规划》，重点提出将

⼤⼒扶持诊断检验装备、治疗装备、监护与

⽣命⽀持装备、中医诊疗装备、妇幼健康装

备、保健康复装备、有源植介⼊器械等七⼤

医疗器械领域。

到2035年，医疗装备的研发、制造、应⽤提

升⾄世界先进⽔平。我国进⼊医疗装备创新

型国家前列，为保障⼈⺠�全⽅位、全⽣命期

健康服务提供有⼒⽀撑。



检验科开⻔诊了
来源：浙江省⼈⺠医院检验中⼼、国家卫健委、健康界

2⽉28号，浙江省⼈⺠医院检验中⼼挂出了第⼀张号⼦。从挂号到标本

接收不过5分钟，患者已经拿到了回执单，只要按照回执单上时间按时

领取报告单即可。“这样蛮好的，很快。现在可以直接挂检验科⻔

诊，⽅便了很多，⽽且接诊的医⽣针对我的情况开了对应化验单，省

了很多不必要的检查。”

浙江省⼈⺠医院检验中⼼主任周永列介绍，“检验⻔诊开了后，很多

患者和科室的医⽣都表⽰⽀持，说明患者的确有这样的需求。《医疗

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管理办法》第⼆⼗条也建议了有条件的医疗机

构可以开设检查检验⻔诊。”浙江省⼈⺠医院检验中⼼从去年就开始

筹划开设检验⻔诊，并对检验医师进⾏了全⾯的业务培训。试⽔检验

医学⻔诊，更好地为临床和病⼈服务。诊疗范围如下，但不提供开药

和临床诊疗服务，不接待⾸诊患者，⾸诊患者需先由专科医⽣确定病

情。

早在2016年，北京协和医院就开放了检验科⻔诊，成为当时的热点。2⽉18⽇，国家医保局、国

家中药局和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局三⼤医疗顶级医疗管理局联合发布《医疗机构检查检验

结果互认管理办法》，⾃3⽉1⽇开始实施，正式拉开全国检验结果互认⼤幕！

本次检验结果互认范围：

本办法所称检查结果，是指通过超声、X线、

核磁共振成像、电⽣理、核医学等⼿段对⼈

体进⾏检查，所得到的图像或数据信息；所

称检验结果，是指对来⾃⼈体的材料进⾏⽣

物学、微⽣物学、免疫学、化学、⾎液免疫

学、⾎液学、⽣物物理学、细胞学等检验，

所得到的数据信息。检查检验结果不包括医

师出具的诊断结论。

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标志统⼀为HR：

检查检验项⽬参加各级质控组织开展的质量

评价并合格的，医疗机构应当标注其相应的

互认范围+互认标识。如：“全国HR”“京津

冀HR”“北京市西城区HR”等。

逐渐统⼀报告单样式：

省级卫⽣健康⾏政部⻔应当指导辖区医疗机

构统⼀检查检验结果报告单样式，对于检验

结果应当注明所使⽤的检测⽅法及参考区

间。

可单独设置检查检验⻔诊：

有条件的医疗机构可以开设检查检验⻔诊，

由医学影像和放射治疗专业或医学检验、病

理专业执业医师出诊，独⽴提供疾病诊断报

告服务。

仪器设备定期校准维护：

医疗机构开展检查检验所使⽤的仪器设备、

试剂耗材等应当符合有关要求，并按规定对

仪器设备进⾏检定、检测、校准、稳定性测

量和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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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咨询

对检验报告单综合解读和临床判断，结合临

床病史、体征、其他检查和检验前患者因素

和检验中的检测技术条件，综合判断检验结

果的临床意义。

补充检验

根据病⼈的病史、体征、其他检查和⽤药情

况，结合现有的检验报告，开具进⼀步补充

检验医嘱，并优先安排检验流程和报告。

接诊外院送检标本的检验服务。

推荐专家

根据病⼈的病史、体征、其他检查，结合检

验报告，推荐病⼈到相关专科的专家或名医

就诊。

联合⻔诊

与相关临床科室开设联合⻔诊，提供⼀站式

服务；参加临床会诊和MDT。

a�

b�

c

d

e



近30家IVD企业⼊选
中国最具影响⼒医药企业100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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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选⾃“MedTrend医趋势”

⻓久以来，在中国IVD市场上，外企主打⾼端，内资侧重于中低端的概念深⼊⼈⼼。然⽽，随着迈瑞、新产业等新势⼒的崛
起，叠加国产替代的主旋律，近些年来，IVD外企终于感受到了来⾃“内卷⼤国”的压⼒，以⾄于⼀改稳健的运营⻛格，
“放下⾝段”，逆向操作，去寻求基层市场的⼴阔天地。

近⽇，中国董事局⽹与中国数据研究中⼼共同发布“2021第七届中国

最具影响⼒医药企业百强榜”。

迈瑞医疗、万泰⽣物、华⼤基因、圣湘⽣物、诺唯赞、乐普医疗、九

安医疗、⻥跃医疗、海尔⽣物、东⽅⽣物、达安基因、安图⽣物、万

孚⽣物、迈克⽣物、拱东医疗、康泰医学、新产业、三诺⽣物、亚辉

⻰、艾德⽣物、兰卫医学、安旭⽣物、可孚医疗、九强⽣物、之江⽣

物、热景⽣物、新华医疗、博拓⽣物等IVD相关企业⼊选“2021第七届

中国最具影响⼒医药企业百强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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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业是关系国计⺠⽣的重要⾏业，在实

施“健康中国”战略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特

别是在新冠肺炎仍肆虐全球的当下，后疫情

时代的医药健康产业的发展机遇巨⼤，责任

也更⼤，是全国⼈⺠关注的热点。

本次榜单评选从“健康中国”的⽣态建设出

发，预判和分析产业趋势，多维度、⽴体化

探讨医药产业多分⽀领域融合的新路径，经

过层层科学筛选，在中国数据研究中⼼专家

领衔的评委会主导完成。

候选企业以在沪深主板、中⼩板、创业板、

北交所及新三板上市的医药企业为基础，主

要从营销管理指标、财务指标、及创新指标

进⾏考核。营销管理指标主要考核企业的品

牌知名度、市场号召⼒、主要产品的市场占

有率等。财务指标以企业最新财报数据考核

为主，如总资产、营业收⼊、净利润、营收

增⻓率、利润增⻓率等。创新指标考核企业

在技术产品研发、商业模式创新⽅⾯的投⼊

情况及对国家宏观政策引导、产业发展趋势

的响应程度。

本次上榜的2021百强医药企业是中国医药⾏

业中有着影响⼒的标杆企业，是未来在努⼒

打造享誉世界的“医药品牌”、“健康品牌”

的中国医药品牌的领航者。

公司名称

迈瑞医疗

万泰⽣物

华⼤基因

圣湘⽣物

诺唯赞

乐普医疗

九安医疗

⻥跃医疗

海尔⽣物

东⽅⽣物

达安基因

安图⽣物

万孚⽣物

迈克⽣物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序号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公司名称

拱东医疗

康泰医学

新产业

三诺⽣物

亚辉⻰

艾德⽣物

兰卫医学

安旭⽣物

可孚医疗

九强⽣物

之江⽣物

热景⽣物

新华医疗

博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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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医械上市公司2021业绩⼤排榜！
来源：医疗器械经销商联盟

近期，沪深两市107家医疗器械上市公司中有

57家披露了2021年业绩预告。41家公司业绩

预喜，占⽐超七成，19家公司业绩预计增⻓

超过⼀倍，IVD板块表现亮眼。

企业名称序号 市值 净利润(亿元) 净利润同⽐增⻓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热景⽣物 ����72.07� 20~23.5���� 1684.65%~1996.97%

济⺠医疗 ����53.67���� 1.45-1.55 ����348.58%-415.26%

开⽴医疗 ����128.61 ����2.05~2.55 ����扭亏为盈543.1177%

诺⽲致源 ����166.44 ����1.9~2.28 ����419.99%~523.99%

九安医疗 ����242.03 ����9~12���� 271.4%~395.19%

易瑞⽣物 ����110.12 ����2.20~2.60 ����236.16%~297.28%

九强⽣物 ����121.51 ����3.7051~4.491 ����230%~�300%

凯 利 泰 ����77.42���� 1.4~2.0���� 扭亏为盈210.6399%

澳华内镜 ����50.55���� 0.56~0.63 ����202.54%~240.36%

中源协和 ����113.81 ����1.3~1.95 ����扭亏为盈202.4752%

东⽅⽣物 ����266.4���� 47~51���� 181.45%~205.31%

万泰⽣物 ����1518.02 ����20.16 ����197.83%

纳微科技 ����324.44 ����1.6~1.8 ����131.11%~�154.50%

新华医疗 ����129.24 ����5.3~6.36 ����126.36%~171.63%

凯普⽣物 ����87.55���� 8�~8.6 ����122.06%-139.06%

明德⽣物 ����77.64���� 13-15���� 117.23%~219.88%

爱 美 客 ����967.54���� 9~10���� 104.66%~�127.40%

弈瑞科技 ����358.02 ����4.5~5 ����102.48%~124.97%

海尔⽣物 ����285.52 ����8.1832 ����114.81%

博拓⽣物 ����74.56���� 8.1�~9.1 ����86.14%~�109.12%

兰卫医学 ����142.22 ����1.86~2.28 ����68.51%-106.57%

乐⼼医疗 ����25.11���� 0.08~0.12 ����82.90%~88.60%

振德医疗 ����117.87 ����5.8~6.2 ����75.64%~77.21%

惠泰医疗 ����188.3 ����1.92~2.09 ����73.32%�~88.67%

爱博医疗 ����222.9 ����1.6~1.8 ����65.70%~86.42%

昊海⽣科 ����221.54 ����3.5~3.8 ����52.13%~65.17%

冠昊⽣物 ����49.82 ����0.7�~0.79 ����50%~70%

⼼脉医疗 ����177.5 ����3.0~3.2 ����40%~50%

29 拱东医疗 ����150.22 ����3.15���� 39%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30 洁特⽣物 ����87.87 ����1.6~1.9 ����34.04%~59.17%
硕世⽣物 ����80.61 ����11.3~13.5 ����37.88%~64.72%

迪安诊断 ����208.72 ����8.0293 ����37.62%-55.93�%

三友医疗 ����64.04 ����1.24�~1.35 ����31.05%~42.67%

正海⽣物 ����80.36 ����1.54~1.78 ����30%~50%

欧普康视 ����491.85 ����5.2-6.07 ����20%~40%

普⻔科技 ����96.73 ����1.66~1.86 ����15.63%~29.82%

迈克⽣物 ����163.32 ����9.13~9.92 ����15%~25%

伟思医疗 ����74.12 ����1.78���� 23.81%

奥泰⽣物 ����67.05 ����0.2567~1.158 ����3.78%~�17.05%

安旭⽣物 ����85.66 ����0.65~7.89 ����1.41%~21.69%

利 德 曼 44.01���� 0.17~0.25 ����扭亏为盈

华⼤基因 ����365.86 ����14-16���� -23.46%~�-33.02%

稳健医疗 ����350.75 ����12~13.5 ����-68.51%~-64.57%

安科⽣物 ����214.15 ����1.7~2.3 ����-35.93%~-52.64%

蓝帆医疗 ����165.26 ����9~13���� -48.82%~-26.07%

三诺⽣物 ����162.37 ����1.027~1.401 ����-45%~�-25%

春⽴医疗 ����107.94 ����2.69~3.24 ����-5.05%~14.41%

奥美医疗 ����106.01 ����4.3~4.6 ����-59.83%~-62.68%

理邦仪器 ����82.08 ����2.02~2.67 ����-59%~-69%

尚荣医疗 ����48.57 ����0.4~0.6 ����-62.99%~-75.33%

阳普医疗 ����27.67 ����0.22~0.3 ����-81.54%~�-86.46%

南卫股份 ����18.05 ����-0.18

天智航-u ����108.4 ����-0.747����

博晖创新 ����87.61 ����-3.75~-2.7

⻉瑞基因 ����68.97 ����-0.9�~-0.6

赛诺医疗 ����29.23 ����-1.31�~-1.4

塞⼒医疗 ����29.63 ����-0.17~�-0.25

企业名称序号 市值 净利润(亿元) 净利润同⽐增⻓

*以上企业按净利润同⽐增⻓排序

The latest medical equipment listed 
companies' 2021 performance rank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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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预增最⾼超16倍

热景⽣物业绩预告中表⽰，预计2021年实现归⺟净利润20亿元⾄

23.5亿 元 ， 同 ⽐ 增 加 18.88亿 元 ⾄ 22.38亿 元 ， 同 ⽐ 涨 幅 ⾼ 达

1684.65%⾄1996.97%。

热景⽣物是⼀家从事体外诊断试剂及仪器研发、⽣产和销售的⽣物⾼

新技术企业，构建了可满⾜不同终端⽤⼾需求的全场景免疫诊断平

台，是业内为数不多的产品涵盖全场景应⽤的供应商之⼀。

热景⽣物2021年第⼀季度业绩报告显⽰，其净利润超6亿元，同⽐增⻓

⾼达10298%。整个上半年是热景⽣物业绩猛增的时期，公司的⽣物新

型冠状病毒抗原检测试剂盒获得德国联邦药品和医疗器械研究所

（BfArM）⽤于居家⾃由检测的认证，可以在德国的商超、药店、互联

⽹商店等销售，外贸订单爆发式增⻓。

下半年，新型冠状病毒抗原测定试剂盒先后获得欧盟CE、英国

MHRA、法国ANSM等主要经济体的⾃测注册/备案。

尤其是第四季度受新冠病毒德尔塔和奥密克戎变异株影响，欧洲、东

南亚等国家和地区新冠肺炎疫情居⾼不下，导致对新冠抗原检测试剂

需求⼤幅增加，海外新冠检测试剂收⼊由此出现剧增。

不过，热景⽣物提⽰，业绩⼤幅增⻓亦是因为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

以及国内新冠抗体检测试剂获证较晚影响，经营业绩相对较平，导致

与2021年对⽐基数较⼩。

诺 ⽲ 致 源 预 测 2021年 净 利 润 1.9亿 ， 同 ⽐ 去 年 增 ⻓ 419.99%⾄

523.99%。与上年同期相⽐，因受新冠疫情影响的业务逐步得到恢

复，⼈效与产能利⽤率均实现较⼤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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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之⼀为体外诊断相关

近期，新冠病毒最凶险的变异株奥密克戎，

攻破了世界防疫做得最好的中国内地。在疫

情如此严峻的⼤环境下，体外诊断⾏业关注

度进⼀步提升。

去年净利润同⽐增⻓喜⼈的企业中，超过三

分之⼀都是体外诊断相关的企业。

受疫情影响，这些企业表现⼗分突出。包括

热景⽣物、九安医疗、易瑞⽣物、九强⽣

物、东⽅⽣物、万泰⽣物、纳微科技、博拓

⽣物、兰卫医学、明德⽣物等。

其中净利润预增超16倍的热景⽣物，已经进

⼊了体外诊断细分市场，包括免疫诊断、

POCT、分⼦诊断等领域，并战略布局了治疗

性抗体药物研发。

热景⽣物已经在肝炎肝癌早期诊断领域处于

⾏业领先⽔平，在⼼脑⾎管诊断、炎症感染

诊断等领域已经取得了明显的竞争优势。

近年来，我国体外诊断市场规模持续扩⼤，

根据《中国医疗器械蓝⽪书(2021)》统计数

据显⽰，我国体外诊断市场从2017年的510亿

元增⻓⾄2020年的890亿元，年均复合增⻓率

达20.39%，预计2022年将达1290亿元的市场

规模，⾏业景⽓度持续提升，体外诊断⾏业

迎来⾼速发展期。

《2020年中国体外诊断⾏业报告》显⽰，未

来五年的发展趋势，⾄少两年内（2020年⾄

2021年）的常规检测量会有所减少，与新冠

相关的核酸检测收⼊会⼤幅增⻓，抗体的检测

量会有所波动，快速抗原检测的需求将会变

⼤，新冠检测业务可能持续⾄2024年，并推

动全球IVD市场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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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全国范围开展了超过10起⼤⼤⼩⼩的

带量采购，品种涉及⼈⼯晶体、球囊、起搏

器、吻合器、超声⼑等多个单品。

从价格降幅上看，带量采购产品的最⾼降幅

达到80%-90%，给国内的医疗器械带来了降

成本压⼒，同时市场空间天花板也被压缩，

降低了⼆级市场上市企业的估值想象空间。

集采直接影响的单品主要是冠脉药物⽀架和

药物球囊，这两⼤产品国产产品较为成熟，

市占率也较⾼但市场集中度低，集采促进了

市场整合。

赛诺医疗2021年业绩预告中显⽰，净利润较

上年同期下降1303.62%⾄1385.07%。

VBP affects 
high-value consumables

PAGE       029

带量采购影响⾼值耗材 公司说明了营业收⼊变化的主要原因：报告

期内，由于国家冠脉⽀架带量集中采购政策

的出台和落地实施，国产冠脉⽀架价格⼤幅

下降，且公司BuMA冠脉⽀架未被纳⼊集采范

围，公司2021年度冠脉业务收⼊为0.59亿元

⾄0.62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88亿元⾄

1.91亿元。

从⻓远来看，集采淘汰了⼀部分落后产能，

增强了国内头部企业的竞争⼒，头部⻰头在

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将会更强。

⼼脉医疗预计公司2021年净利润同⽐增⻓

40%-50%。公司表⽰，报告期内，公司的创

新性产品Castor分⽀型主动脉覆膜⽀架及输

送系统、Minos腹主动脉覆膜⽀架及输送系

统、Reewarm�PTX药物球囊扩张导管等销量

持续获得快速增⻓，上述产品进⼀步巩固和

提⾼了公司在主动脉及外周⾎管介⼊市场的

竞争⼒。

同时，随着公司创新性产品在国际市场的开

拓⼒度不断加⼤，海外业务收⼊也获得快速

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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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 ⼼ 医 疗2021年 利 润 同 ⽐ 增 ⻓82.90%⾄

88.60%，伟思医疗利润同⽐增⻓23.81%，这

两家企业在健康、康复医疗⾏业中表现突

出。

康复医疗终端受益者众多，各细分市场需求

覆盖度较低，在⼈⼝⽼龄化、政策推动、康

⼆级以上公⽴综
合性医院设⽼年
医学科⽐例(%)

90 4 预期性 综合性医院包括综合医院、中医
医院、中西医结合医院和⺠族医
院。⼆级以上综合性医院设⽼年
医学科⽐例�=�设置⽼年医学科的
⼆级以上公⽴综合性医院数�/�⼆
级以上公⽴综合性医院数×100。

以国家2030年⽬标为标
准，达到⽬标值为满分，
未达到按⽐例得分

国家卫⽣健
康委⽼龄司

卫⽣资源年报15

三级中医医院
设置康复科⽐
例（％）

75
（2022年）

4 约束性 设置康复科的三级中医医院数/
三级中医院数×100。

以国家2022年⽬标值为标
准，达到⽬标值为满分，
未达到按⽐例得分。

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

中医医疗服务监
测⽹络直报系统

16

⽬前，我国康复医院的数量已经在逐年提

升，康复器械的发展前景还是⼗分⼴阔的。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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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理念等因素推动下，康复医疗服务具备较

⼤发展潜⼒。

近期健康中国⾏动推进委员会发布的2021-

2022健康中国⾏动推进委员会中也提到了要

提升⽼年学科和康复科在医院⾥的⽐例。

康复医疗或成未来⻩⾦新赛道基因检测、眼科热度明显提升

基因检测⾏业经过这⼏年的发展，不仅成为资本市场和投资领

域的热⻔赛道，众多企业今年更是⾼歌猛进。

诺⽲致源、凯普⽣物、这两家基因检测相关企业，净利润同⽐

增⻓分别超4倍、1倍。中源协和更是扭亏为盈，净利润同⽐增

⻓超2倍。

伴随新冠检测再造IVD⾏业的能量外溢，有业内⼈⼠预计，国内

基因检测领域将在未来2-3年内进⼊爆发期。

随着基因检测应⽤领域不断扩张，应⽤深度不断增强，尤其在

伴随诊断、靶向药物治疗以及癌症早筛领域的⼴泛应⽤，可以

看出基因检测⾏业依旧在⾼速发展。

届时，渠道和产品的横向整合，检测与治疗的横向整合，将重

塑整个市场的竞争格局。

从2021年眼科上市公司的业绩增⻓中来看，眼科器械市场的增

⻓⼗分强劲。光学诊断设备OCT、⼈⼯晶体、⻆膜塑形镜、

OK镜相关企业都获得了融资。

爱博医疗预计公司2021年净利润同⽐增⻓65.70%-86.42%。公

司表⽰，本报告期净利润的增⻓主要源于公司核⼼产品⼈⼯晶

状体和⻆膜塑形镜的销量保持较快增⻓，营业收⼊增加。

其中，“普诺明”等系列⼈⼯晶状体销量与上年同期相⽐预计

增⻓超过40%，“普诺瞳”⻆膜塑形镜销量与上年同期相⽐预

计增⻓超过110%。

昊海⽣科利润同⽐增⻓达52.13%⾄65.17%；欧普康视利润同

⽐增⻓达20%⾄40%。OK镜成为欧康普视、爱博医疗的爆品。

在⼈⼯晶体市场，国内市场规模预计2023年将达到27亿元，其

中本⼟企业占据了绝⼤多的低端硬性⼈⼯晶体市场，⽽欧美企

业基本垄断软性⼈⼯晶体市场。

眼科⼈⼯晶体主要的参与者包括爱尔康、强⽣、博⼠伦和蔡

司，国内主要企业包括昊海⽣科、爱博医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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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uipment is very promising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may become 
a new Golden Circuit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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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D外企的
下沉之路

来源：MedTrend医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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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以来，在中国IVD市场上，外企主打⾼

端，内资侧重于中低端的概念深⼊⼈⼼。然

⽽，随着迈瑞、新产业等新势⼒的崛起，叠

加国产替代的主旋律，近些年来，IVD外企终

于感受到了来⾃“内卷⼤国”的压⼒，以⾄

于⼀改稳健的运营⻛格，“放下⾝段”，逆

向操作，去寻求基层市场的⼴阔天地。

近来的⼀些⾏业⻛向显⽰，外企抢占基层的

野⼼越来越强烈，步伐也明显加快：

去年，罗⽒诊断先是合作南京仁迈，独家代

理了后者的⼩型全⾃动化学发光测定仪

MCL60。

⼜有希森美康独家承接泽成⽣物POClia⼩型

POCT产品的中国总代理。

本⽉17⽇，罗⽒诊断再次出⼿，与⻓春赛诺

迈德开启关于⾃动化流⽔线的战略合作，再

次释放强攻基层市场的信号。

可以看出，跨国IVD企业正在打破原有界限，

以进攻代替防守，决⼼和⾏动看似果断。有

⼈说，对于国内“野蛮⽣⻓”的IVD企业，这

是类似于苹果降价的降维打击。狭路⼜相

逢，国内IVD基层市场之战号⻆吹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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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不起早。基层市场尚有巨⼤的未被满⾜

的需求。

2⽉22⽇，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号⽂件——

《关于做好2022年全⾯推进乡村振兴重点⼯

作的意⻅》，明确提到：

深⼊推进紧密型县域医疗卫⽣共同体建设，

实施医保按总额付费，加强监督考核，实现

结余留⽤、合理超⽀分担。也就是说，紧密

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将成为未来的⼯作重点，

基层医疗市场的重要性⼜上升⼀个纬度！

根据官⽅数据，2020年年末，中国约有97万

家基层医疗卫⽣机构，⽐如社区卫⽣中⼼、

内外因叠加，IVD外企拓展边界

理想丰满，现实⻣感。

跨国企业做基层市场并不容易，就好⽐⼿握⼀⼿好牌的富家⼦弟，⽢愿放下⾝段，去跟平⺠⾚

⾝⾁搏。虽然不是不可能，但必须⾯对前有国产围追堵截，后有⽔⼟不服、硬性条件缺失等⼀

系列屏障。

“贴⾝⾁搏”，竞争回归本质

从⼤⽅向来看，⼤公司⼀般会采⽤很多的外部资源制定战略，所以⼀

般不太容易出现问题，问题往往会出现在策略和执⾏上。

外资企业⻓期占据的⾼端市场，主要是KA模式，也就是⾼投⼊、⾼成

本、⾼利润的商业模式。企业的⽣产、运输、⼈⼒等成本摆在那⾥，

这也是此前难以打⼊基层市场的主要原因。

IVD市场的底层逻辑是依靠产品、渠道来做⼤做强，抓住尽可能多的产

品，来覆盖尽可能多的场景。

跨国企业在市场培育⽅⾯经验⼗⾜，如今正在丰富产品线上发⼒，那

么客⼾策略、利益相关者的交易结构就成为竞争的焦点。

此外，针对基层市场，如何适当的调整组织架构也是不⼩的考验，⽐

如在华外企“扛把⼦”阿斯利康的基层市场开拓，已经经历了⼏轮组

织迭代，如今仍是磕磕碰碰。IVD⾏业虽有所不同，但⾯对组织⾰命，

同样挑战重重。

挑战⼀：回归本质，客⼾策略、
组织架构成竞争焦点

乡镇卫⽣院、诊所等，其中⼤多数不具备检

验能⼒。

这是诱发外企市场下沉的外因。从内因来

看，外企还⾯临2个⽅⾯的压⼒：

⼀是政策⽅⾯，国产替代、分级诊疗、甚⾄

带量采购、区域检验结果互认，都预⽰着扩

⼤可及性的⼤⽅向势不可挡。

⼆是竞争带来的增⻓压⼒，国产与进⼝的攻

守之势逐渐打破平衡，外企的主阵地三级医

院逐渐被国产渗透，不得不奋起反击。

集采是⾏业绕不开的话题。

去年的安徽集采，进⼝四⼤家分裂为⼆，⼀

半抗争后⾯临出局，⼀半“缴械投降”，积

极配合。集采⾯前，有得必有失，⽆论中标

与否，都⾯临销售额下滑的挑战，寻找增量

刻不容缓。

其次，DRG/DIP今年全⾯铺开后，会以什么

⽅式落地实施，⽐如疾病的分组⽅式对医疗

⾏为、诊断⽅式以及对医院收⼊的影响，都

还有待观察。

当然，以上政策的⽬的相通——降低终端医院

的采购成本。企业⼀定免不了⾯临利润的⼤

幅滑坡。内部双层压⼒+外部市场潜⼒，到了

外企不得不付诸⾏动的时候了。

Hand-to-hand combat, 
competition returns to its ess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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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如何解决基层的价格敏感问题？

基层市场有所不同。

⽬前，在⼆级以上的医技科室主要以⼤发光

为主，其普遍通量都在200测试/⼩时以上，

试剂通常是⼤包装，开机成本和维护成本都

不低，显然不适⽤于县域、社区等基层医疗

机构，产出很可能难以养活⾼通量的设备仪

器。

“错位竞争”时代远去，外企逻辑转变

虽前⽅挑战重重，但⼀些外资IVD已经率先

“出兵”，尝试向基层市场进军。

⽅式⼀：居安思危，顺应⼤势，加

强本⼟合作

对于⼀个⽣态圈内的个体来说，链接者越

多，捆绑利益越深，⽣⻓出的⽹状结构才能

越结实。特别是对于跨国企业，⾝处异国，

如果不懂得利益共享，恐怕很难永久性的占

领⾼地。

近些年，外企在某些国产替代领域已经感到

些许吃⼒，⽐如临检⾎球。但⼀些⾼端项

⽬，⽐如免疫（化学发光）仍在增⻓。据媒

体报道，2021年罗⽒⽣免流⽔线在中国销量

超100条，强劲增⻓势头依旧。

居安思危。尽管增⻓依旧，但⾯对“灰犀

⽜”挑战，全球第⼀⼤IVD⻰头仍⼤胆做出创

新之举，旗帜鲜明的下沉基层，⾸选策略不

是单打独⽃，⽽是引⼊合作者取⻓补短，同

进共退。

⽐如开头提及的罗⽒和赛诺迈德的合作，应

该是经过深思熟虑：

⼀是出于全球范围考虑，有必要维持⾃有产

品的价格体系，因此推陈出新，做含有中国

基因的差异化产品，⼀⽅⾯免于伤害现有产

品价格体系，另⼀⽅⾯降低成本，迎合中国

市场的降价需求；

⼆是质量问题，中国企业经过多年的市场磨

砺，质量⽔平多已成熟稳定，承受得起全球

⻰头的严苛标准。

回头来看，过去两年，罗⽒诊断合作的本⼟

企业不在少数，包括九强、仁迈、普瑞基

准、顿慧医疗、⿍晶⽣物等。甚⾄跨界与

GE医疗合作，共建精准诊断⽣态圈。

The era of "Dislocation Competition" is gone, 
and the logic of foreign companies has changed

Global
microchip shortage

因此，要想下沉到基层市场，检验科设备只

是⼀个⽅⾯，试剂成本也是⼀个更加重要的

因素。

除此之外，丰富更多的中低端产品线、梳理

好流通环节、降低后期设备维护和服务成

本，以解决基层的价格敏感问题，也是外企

要思考的课题之⼀。

这种抢占市场的合作导向，其他跨国巨头也

在积极跟进。

⽐如⻉克曼和强盛⽣物共同推动⽣化领域合

作新模式；雅培与九强⽣物合作⽣产适⽤于

雅培⾃动化诊断系统的专⽤试剂；西⻔⼦医

疗与泛⽣⼦基于⾼通量测序检测相关产品合

作，深化在肺癌分⼦诊断的临床应⽤及推

⼴。

在这⼀类的合作中，本⼟企业借助仪器平台

提升⾼端市场的试剂占有率；⽽外资⼚商则

通过合作降低整体成本，满⾜渠道和⽤⼾对

成本以及产品组合的要求。双⽅共赢，⼤势

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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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统⼀内部思想，设⽴专业团队

市场争夺，⼈才先⾏。产品本⼟化的同时，

建⽴专⻔的团队攻占市场也是重要的⼀环。

中国区营收是罗⽒诊断全球最重要的增⻓动

⼒，为保持增⻓的可持续，这⼏年，罗⽒诊

断⼀直在寻找针对基层的解决⽅案。其中包

括针对基层医院组建了新兴市场团队，从⽽

为其提供专业的检测解决⽅案。

此外，西⻔⼦医疗、雅培、希森美康也已组

建了相关团队。

中国作为全球最为重要的增⻓市场，外资巨

头⾃然不会坐视旁观，早早就开始布局。

•�1997年，丹纳赫旗下的⻉克曼库尔特在苏州

开设了第⼀家⼯⼚，也是最早部署仪器⼯⼚

和研发中⼼的⼀家在华IVD企业。去年，⼜追

加⼀亿多美元，建⽴公司全球范围内第⼀个

集研发、⽣产、客⼾体验等功能为⼀体的中

⼼。

•�2018年，西⻔⼦医疗亚太区⾸个诊断试剂⼯

⼚落⼾上海，投资约30亿元，⽣产临床化学

和免疫分析试剂。

•�2018年，罗⽒诊断投资4.5亿瑞⼠法郎的亚

太研发中⼼投⼊⽣产，⽤于研发和⽣产免疫

⽅式三：⾃产⾃⾜解决后顾之忧，创新合作模式

Unify internal thought and 
set up a professional team

Mode

与⽣化检测试剂。2020年⼜增资1.8亿美元，

累计投资总额已达4.79亿美元。

•�雅培虽然没有直接在中国设⽴⽣产基地，但

旗下的美艾利尔（Alere）国产化程度很深，

Alere曾于2006年收购杭州艾博，作为其中国

区的总部。2016年，雅培诊断中国研发中⼼

正式启⽤。

在本⼟化⽣产的过程中，⼯⼚是必备保障。

除了前期的⾼端产品产出，后期针对基层市

场的，⽐如低价位、易操作的IVD产品，外资

企业或也可依赖⾃有⼯⼚⾃给⾃⾜，解决后

顾之忧。

另有⼀些企业甚⾄⾛出了⾃产模式，寻求外

部合作。⽐如去年底，⻉克曼库尔特推出创

新品牌“⻉华康”，授权上海艾瑞德和⼭东

艾科达为⾸批合作单位，这被视为外企产品

差异化发展、降低成本的⽅式之⼀。

要知道，市场是⼀个在不断学习、进化的⽣

态系统，如果只执着于某种⼀成不变的市场

策略，必然会⾯临瓶颈。

基层市场的挑战，是医学诊断可及性的最后

⼀公⾥，⽅向明晰、政策⽀持，胜出的关键

离不开对⾏业的洞察、前瞻布局以及团队执

⾏⼒，这场较量外企已经上路，结果如何，

值得期待！

Self-production and self-sufficiency to 
solve worries and innovate cooperation mod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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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赛柏蓝器械

3⽉21⽇，国家医保局发布《关于切实做好当

前疫情防控医疗保障⼯作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

《通知》提出，按程序将新冠病毒抗原检测

试剂及相应检测项⽬临时性纳⼊本省份基本

医保医疗服务项⽬⽬录。参保⼈在定点基层

医疗机构发⽣的相关费⽤按统筹地区现⾏规

定⽀付，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检测试剂的费

⽤，可使⽤个⼈账⼾⽀付。

来源：迈瑞体外诊断

3⽉16⽇，迈瑞和腾讯AI�Lab共同研发的全⾃

动外周⾎细胞形态学分析仪，申请的创新医

疗器械特别审核已完成公⽰，正式进⼊国家

药品监督管理局创新通道。

《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是针对具有

我国发明专利、技术上具有国内⾸创、国际

领先⽔平，并且具有显著临床应⽤价值的医

疗器械设置的特别审批通道，审核条件极其

严苛，代表了我国医疗器械创新的最⾼⽔

平。

瑞幸咖啡⼊局药品和
医疗器械⾏业

来源：CACLP体外诊断资讯

3⽉11⽇，爱企查显⽰，瑞幸咖啡（宁夏）有

限公司⽇前在宁夏银川成⽴，注册资本500万

元，法定代表⼈赵志鹏，由瑞幸咖啡（中

国）有限公司全资持股。

值得关注的是，该公司经营范围包括了药品

零售、第⼀类医疗器械销售及第⼆类医疗器

械销售，⽽其⺟公司瑞幸咖啡（中国）经营

范围并未包含上述许可项⽬。

来源：沃⽂特⽣物

3⽉2⽇，沃⽂特研发的⼈类免疫缺陷病毒抗原

及抗体联合检测试剂盒（化学发光法）、梅毒

螺旋体抗体检测试剂盒（化学发光法）、丙型

肝炎病毒抗体检测试剂盒（化学发光法）顺利

取证。

来源：沃⽂特⽣物

2⽉24⽇晚19:00，沃⽂特在体外诊断⽹直播

间强势发布新品：粪便乳糖检测试剂和新版形

态学识别系统——睿视RES+⾃动识别系统。

沃⽂特粪便乳糖检测试剂采⽤创新性的⽅

法，具有特异性好、灵敏度⾼、基本⽆创、

依从性好、简单快速的特点。新版的形态学

识别系统除增加了有形成份的识别种类外，

也通过数据库的深度学习功能，提升了对常

⻅寄⽣⾍卵和细胞的识别准确率，将给客⼾

带来更好的体验。

卫健委：3⽉1⽇起正式施⾏
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

来源：国家卫健委，诊锁界，医业观察

2⽉18⽇，国家卫⽣健康委发布《关于印发医

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管理办法的通

知》，2022年3⽉1⽇起正式施⾏！

《管理办法》指出，合理确定医保基⾦预算总

额，不因检查检验结果互认调减区域总额预

算和单个医疗机构预算总额。⽂件要求医疗

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标志统⼀为HR。检查

检验项⽬参加各级质控组织开展的质量评价

并合格的，医疗机构应当标注其相应的互认

范围+互认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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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饮花前百事⽆，腰间唯系⼀葫芦。”在⼯作压⼒越来越⼤的今天，若能得⽚刻闲暇回归⾃然、放松⼼情⼀定是再美不过的

事⼉了。然⽽，在亲近⼤⾃然的同时若是不注意饮⻝卫⽣，随意喝⽣⽔，⻝⼊未洗净的⻝物，便会增加寄⽣⾍感染的⻛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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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特助⼒“智慧医院”
全⾯打造现代化检验科

重庆西区医院（九⻰坡区⼆院）始建于1958年，为

响应国家深化公⽴医院改⾰的号召，区⼆院成为九

⻰坡区公⽴医院分类发展改⾰试点单位，在九⻰坡

区政府⽀持推动下，与四环医药控股集团合作办

医。区⼆院新医院坐落于九⻰坡区华岩新城，建成

于2021年，并在今年1⽉盛⼤开诊，是⼀所按三甲标

准建设的现代化综合医院。

——三级医院标准的优质服务，⼆甲医院标准收费

【关于重庆西区医院】
随着新医院建成开诊，重庆西区医院形成三院区

（新医院、⽟清寺院区、⽥坝院区）⼀体的格局。

三院区⼀体，共享专家、设备资源，为辖区市⺠带

来⼀流的⾼端医资的同时，规划更加合理，看病更

加⽅便，更好地为本区域⼴⼤⼈⺠群众的卫⽣健康

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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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Wang 

王静
重庆西区医院�检验科�主任�

重庆西区医院检验科严格按照ISO15189医学实验室标准规划建设。随着医院的升级换代，患者的逐渐增加，

检验科将要应对更多的样本，为此医院新增了⼤量检验设备，其中包括沃⽂特智慧⽣态实验室流⽔线，它实

现了检验科从样本传输、检测、存储到结果审核的⾃动化、信息化和标准化，为临床提供准确及时的检验报

告。

在疫情期间，检验科⼈员⼀直奋⽃在⼀线，承担了整个区域的核酸检测，缓解了区域医疗资源紧张的局⾯。

同时为了更好的满⾜临床需求，除了常规检测项⽬，检验科还新增了⼤量⾼精尖检测项⽬，助⼒医⽣精准治

疗，更好地满⾜辖区居⺠的诊疗需求，为提⾼重庆西区医疗服务贡献⼒量。

⼈间四⽉天，《你我》编辑部来到⼭城重庆，在九⻰坡区的重庆西区医院与院⻓和检验科主任交流了沃

⽂特智慧⽣态实验室给新医院带来的智慧化体验，也终于了解这家重庆西边唯⼀⼤型医院在疫情下是如

何服务周边居⺠的。

在现代化医学的⼤背景之下，我们按照三甲医院的标准规划和建设这个新院区。我们不仅邀请了众多三医⼤

知名专家、教授加盟和坐诊，还升级了各科室的医疗设备，把新院区打造成了⼀所“智慧医院”。

尤其是检验科新引进的⼀整套沃⽂特智慧⽣态实验室流⽔线，让就诊患者可以快速拿到检测报告，⽽且项⽬

⻬全，确保辖区居⺠能享受到⼀流的⾼端医疗资源。“三级医院标准的优质服务，⼆甲医院标准收费”这句

话可以说⾼度概括了⽬前重庆西区医院的情况。

重庆西区医院是重庆市重⼤⺠⽣项⽬，肩负推进区域卫⽣健康事业发展的重任。相信以“西有良医，术济天

下”为核⼼理念的重庆西区医院能持续⾼质量发展，更好地为辖区市⺠⾝体健康保驾护航。

相⽐于受场地环境限制，⽆法全⾯满⾜区域群众对

于⾼端医疗资源需求的⽼院区，新院区更加现代

化，⽽且环境优美。这所智慧医院的检验科配置了

⼀整套沃⽂特智慧⽣态实验室流⽔线，实现了从采

⾎流⽔线和⽣化免疫流⽔线的⽆缝衔接，就连整个

检验科都是由沃⽂特规划设计和施⼯的，标准规

范，与医院现代化“智慧医院”的整体定位⾼度契

合。

重庆西区医院是区域24⼩时核酸检测点，近期因为

疫情，样本量剧增，检验科⼈员很紧张。⾃动化流

⽔线的引⼊能让检验科抽调⼈员去做核酸检测，核

酸检测不间断，周边居⺠更安⼼。

李⼤兴
重庆西区医院�院⻓�

Hospital director�

疫情严峻的当下，中国正在探索⼀条适合⾃⼰的道

路。我们相信，疫情终会结束，但前进的步伐和奋

发向上的姿态绝不能停下。

⽬前，沃⽂特的智慧⽣态实验室流⽔线在全国多地

陆续落地，装机⼯作有条不紊地进⾏中。期待有更

多的医院能体验到沃⽂特智慧⽣态实验室流⽔线带

来的智慧化诊疗服务，成为下⼀所现代化的“智慧

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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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作品⼤赏】

⼀等奖：两兄弟合影

作品编号：52�����得分：87.2

作者及单位：曹喻��遵义医科⼤学附属医院

作者描述：沉淀法后背景更加⼲净，图1为典型受精蛔⾍卵，放置⼏天后卵细胞分裂为2个（图

2），第三次涂⽚发现2枚脱蛋⽩膜蛔⾍卵，卵壳表⾯光滑⽆⾊。好像是图1和图2的两弟兄脱了

“⻢甲”，⼀起合影留念。

专家点评：形态典型，图像清晰，描述准确，用心之作。

第三届“沃⽂特杯·发现粪便镜下之美”
主题摄影⼤赛作品赏析

1⽉21⽇，第三届沃⽂特杯“发现粪便镜下之美”主题摄影⼤赛完美收官，本次⼤赛共收到来⾃

全国23个省（市、⾃治区）和泰国各级医院、疾控寄研所等机构的粪便形态学爱好者发来的参

赛作品243张，涉及各类形态学种类逾30种。

经过⽹络投票和专家评审，本届⼤赛获奖作品已确定，诚邀⼤家⼀起来欣赏。

⼆等奖：鞭⾍卵

作品编号：56�����得分：85.1

作者及单位：陈红���临沂市⼈⺠医院

作者描述：鞭⾍卵：⾍卵⼤⼩（50〜54）×（22〜23）μm，⻩⾊、⻩褐⾊，腰⿎形或橄榄

状，卵壳厚，两端各有⼀个透明塞，颜⾊的深浅可能与⾍卵在肠道内停留时间和停留部位不

同造成的。

鞭⾍独⽩：远离我，勤洗⼿，讲卫⽣，⽠果蔬菜要洗净，多锻炼，强体⼒，提⾼免疫⼒。

专家点评：图片清晰，结构典型，构图清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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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奖：爱围圈圈的蛲⾍宝宝（组图）

作品编号：68������得分：79.2

作者及单位：幸娟霞����重庆⼤学附属涪陵医院

作 者 描 述 ： 为 蛲 ⾍ 成 ⾍ 及 ⾍ 卵 ， 成 ⾍ 细 ⼩ ， 乳 ⽩ ⾊ ， 雌 ⾍ ⻓ 约 （ 8〜 13）

mm×（0.3〜0.5）mm，⾍体中部膨⼤尾端尖细，咽管末端膨⼤为明显的咽管球。⾍卵镜下⽆

⾊透明，⼤⼩为（50〜60）μm×（20〜30）μm，呈不对称椭圆形，⼀侧较平，⼀侧稍凸，卵

壳较厚，分层，从内到外为脂层、壳质层和蛋⽩质膜透明层。⼉童易感。

专家点评：构图别致色彩淡雅，网投人气和专家好评。名次作品编号68，因作者投稿多幅成

系列且极具特色，故一并发布以飨读者。

三等奖：钩⾍三态：⾍卵-杆状蚴-丝状蚴

作品编号：12�����得分：78.3

作者及单位：佘⼩翠�重庆市綦江区⼼新医院

作者描述：把钩⾍卵通过钩蚴培养法培养出

钩⾍杆状蚴和钩⾍丝状蚴。

专家点评：卵、幼虫特征明显，图片质量稍

差。 

三等奖：蛲⾍成⾍头体部

作品编号：78�   �得分：78.2

作者及单位：⻰⼀⻜��⼴东省中医院⼤学城医

院

作者描述：蛲⾍，喜夜间爬⾏到宿主肛⻔处

产卵，引起肛周或会阴部瘙痒及炎症，感染

率⼉童⾼于成⼈。⾍体前端⻆⽪膨⼤形成头

翼，⼝孔周围有３⽚⼩唇瓣，咽管末端可⻅

球形状咽管球。图⽚中头翼、咽管、咽管球

及唇瓣等器官清晰可⻅。

专家点评：图片清晰，结构典型，构图清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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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光闪闪”之未受精蛔⾍卵

作品编号：47�   �得分：75.2

作者及单位：张博��陆军第⼋⼗三集团军医院

检验病理科

作者描述：整体⾦⻩的颜⾊，包裹着凹凸不

平的蛋⽩膜，内部充满了⼤⼩不等的卵⻩颗

粒。

组委会特别奖

作品编号：131、138等

作者及单位：Mr.Anuchin�Najermploy�.�Srinagarind�Hospital-Khon�

Kaen�University�,�Thailand.

作者描述：

Giardia�lamblia.�Trophozoite�蓝⽒贾第鞭⽑⾍滋养体

Gnathostoma�spinigerum.�Egg�棘颚⼝线⾍卵

Sarcocystis�hominis.�Sporocyte�⼈⾁孢⼦⾍

Cystoisospora�belli.�Oocyst�等孢⼦球⾍卵卵囊

Paragonimus�spp.�Egg��并殖吸⾍属（肺吸⾍卵）

Trichuris�trichiura.�Egg��鞭⾍卵

组委会点评：

泰国同仁也来参与，感谢Mr. Anuchin Najermploy给我们带来泰国特点

的组图。

仁者⻅仁、智者⻅智，每⼀幅作品不同⼈

员、不同⻆度，可能我们的看法都会不尽相

同。到底是考虑作品清晰度、美学完整度、形

态珍稀性、描述准确度，还是形态完整度，

这也是每次我们邀请的专家评委给出的名次

没有完全相同，甚⾄可以说是千差万别的重

要原因。这次的评委⽼师也给部分作品提出了

有针对性的专业建议，没有⼗全⼗美，只有

越来越好！我们将会在今后的赛事组织中更

认真听取意⻅、汲取教训，把赛事组织得更

完善，办出特⾊。

感谢各位⽼师的热情参与，共同期待下⼀届

精彩纷呈的摄影⼤赛！

【主办⽅寄语】

这次的作品⼤赏真是让⼤家⼤开眼界，尤其

是本次⼤赛中诸如蛲⾍⽣活史各时期的典型

特征参赛作品的⽔平和质量均较⾼，整体感

染率不⾼的省区各级医院也给我们带来了很

多⼀线粪便检测⼯作中的收获……此次⼤赛的

参赛省区和⼈次、作品数量、覆盖类型等均

创新⾼。

真诚感谢每⼀位参赛作者的参与热情和付

出。其中很多⽼师均提供了多幅作品让⼤家

共享：

·Srinagar ind� Hospital� -� Khon� Kaen�

Un i ve r s i t y � Tha i l and的 Mr. � Anuch in�

Najermploy给我们带来了极具泰国特⾊的粪

便形态学种类；

·重庆⼤学附属涪陵医院的幸娟霞⽼师、四川

绵阳四〇四医院的王艺霏⽼师等均给我们投

送了多种类、多图⽚的形态学佳作；

·浙江省疾控中⼼的张家琪⽼师、杭州市疾控

中⼼寄⽣⾍病防治所的徐卫⺠⽼师给我们带

来了改良加藤法的各类形态学特点；

·新疆艾迪加动物医院的孟钰明⽼师的⽝复孔

绦⾍孕节及卵，提醒我们宠物⾝上的寄⽣⾍也

可能给我们⼈类带来危害；

·赣南医学院第⼆附属医院的徐奕胜⽼师、贵

州兴仁市⼈⺠医院的杨⾦⽣⽼师、陆军第⼋

⼗三集团军医院检验病理科的张博⽼师、歙

县⼈⺠医院的江鸿乐⽼师……历届均参赛的⽼

师的名字，我们都⽿熟能详；

·也有⽼师给我们提出了赛事组织上的建议和

意⻅，致敬每⼀位⽼师的作品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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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发⽣在北⽅的多例
肝吸⾍感染病例令⼈深思
来源：张时⺠的学术课堂����������� 作者：北京协和医院�  张时⺠

�����病例1：患者张某，2022年1⽉27⽇因⾼⾎压服药监测粪便隐⾎，就诊神经内科开具粪便检验

申请单并检标本，检验⼈员先⽤⼤便分析仪检验，发现可疑成分叫来吴⽼师确认，吴⽼师将截

图发给我确认，果然是典型的肝吸⾍卵（图1）。吴⽼师⼜采⽤集卵法筛查，在显微镜下检查并

找到典型的肝吸⾍卵（图2）。

图1�病例1筛查到的肝吸⾍卵（仪器法） 图2�集卵法镜检发现的肝吸⾍卵（显微镜下）

�����病例2：肖某，因发现宫颈病变，于2022年2⽉6⽇⼊院择期⼿术，术前的各项常规检查，其中

便常规⾸先在粪便分析仪上筛查，仪器拍摄并报告肝吸⾍⾍卵（图3），该实验室吴⽼师再次采

⽤集卵法进⾏查找和确认，果然发现典型的结构清晰的肝吸⾍卵（图4），因为有了不久前的典

型案例，这次她基本能够确认了，但还是把典型图发给我复核。

图3�病例2筛查到的肝吸⾍卵（仪器法） 图4�病例2显微镜下检出的肝吸⾍卵

������病例3� �患者李某，2022年2⽉17⽇因左侧肢体⿇⽊⽆⼒收住神经内科。实验室常规检验时，

在便常规⾃动化仪器筛查中⼜查⻅肝吸⾍卵（图5）。吴⽼师再次采⽤盐⽔涂⽚法和离⼼沉淀法

复检，均找到典型的肝吸⾍卵（图6），这次毫不犹豫地予以确认，仪器是正确的，复检也是准

确的。

图5�病例3筛查到的肝吸⾍卵（仪器法） 图6��病例3显微镜下检出的肝吸⾍卵

最近检验圈内的吴侠⽼师⼏次向我展⽰了新发现的寄⽣⾍感染病例，

⽽且接⼆连三，在短短的3个⽉内发现4例肝吸⾍感染，且都是在北⽅

地区，都在同⼀家医院检验科，这样的发现频率确实有点令⼈吃惊，

责任感使得我必须要撰写⼀篇⽂章谈谈肝吸⾍感染的问题。

以下病例及图⽚由秦皇岛市第⼀医院吴侠⽼师提供。下⾯简单叙述⼀

下⼏个发现的病例特点和故事。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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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4：庞某，72岁⽼年男性，因“间断性头晕1个⽉”于2022年3⽉14⽇收⼊院检查，初步诊断

为“后循环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脏病；2型糖尿病及⾼⾎压I级”。在随后的粪便常规检

查中，⽤粪便分析仪再次筛查到肝吸⾍卵（图7），仪器提供的三幅典型的肝吸⾍⾍卵图，吴⽼

师也在显微镜下确认报告（图8）。

图7��病例4筛查到的肝吸⾍卵（仪器法） 图8��病例4显微镜下检出的肝吸⾍卵

四个病例的感染途径

华⽀睾吸⾍全名为中华分⽀睾吸⾍，因成⾍

寄⽣于终宿主的肝胆管内，因此⼜称为肝吸

⾍。该⾍可以导致⼈体感染，称为华⽀睾吸

⾍病，也称为肝吸⾍病。

肝吸⾍卵是由感染该⾍的终宿主，如⼈、

猫、狗、猪等，排出⾍卵，如有机会进⼊⽔

中，⾍卵可被第⼀中间宿主淡⽔螺吞⻝，在

螺消化道内孵出⽑蚴，⽑蚴穿过肠壁形成胞

蚴、雷蚴，最后发育成尾蚴；尾蚴从螺体内

释出并⼊⽔，被第⼆中间宿主淡⽔⻥（如草

⻥、⻘⻥、鲤⻥、鲫⻥、鳊⻥、鳙⻥、⻨穗

⻥等12种）或虾吞⻝，进⼊⻥的全⾝或肌⾁

组织，在⻥体内发育成囊蚴（⼏乎会遍布⻥

的全⾝，肌⾁中最多）。

最常⻅的⼀种感染途径就是当终宿主⼈类进

⻝了这种感染的⻥或虾后（如⽣⻥⽚、⽣⻥

粥、醉虾、未熟透的⻥类烧烤等）；

另⼀种感染途径就是切⽣⻥和切熟⻝的砧板

和⼑具不分，或使⽤未彻底消毒的盛过⽣⻥

的器⽫后再盛熟⻝。⼈们可在不知不觉中⻝
，⼊囊蚴（囊蚴很⼩，直径约150~200μm 存

在于⻥虾的肌⾁中，⾁眼看不到）。

囊蚴随⻝材进⼊⼈体，在消化液的作⽤下，

在⼗⼆指肠脱囊，之后随胆汁流动⽅向移

动，经胆总管到达肝胆管，也可经⾎管或穿

过肠壁经腹腔进⼊肝胆管内，约经1个⽉左右

发育为成⾍，并寄⽣于此处。

成⾍以⼈体⾎液组织液为⻝，最⻓寿命可达

20~30年，其排泄物以及机械刺激会造成胆囊

炎，胆结⽯等，⽽有⽂献指出，肝吸⾍感染

是胆管细胞癌重要的致癌因素之⼀。肝吸⾍

的⽣活史及感染途径和囊蚴可参考来⾃国外

⽹站的⽰意图（图9和图10）。

图9��肝吸⾍囊蚴（来⾃国外资料）

肝吸⾍病的流⾏，主要与当地居⺠⽣⻝、半

⽣⻝淡⽔⻥虾有关，例如⼴东的居⺠喜⻝

“⻥⽣”、“⻥⽣粥”；辽宁的朝鲜族常⻝

⽤⽣⻥饮酒；⼭东、河南等省⼉童喜欢烤⻝

⼩⻥。上述进⻝习惯是⼈类感染肝吸⾍的主

要⽅式。那么具体到这四个患者是如何感染

的呢？
�����病例1：

病⼈⾃述，⼤约10多年前在⼴东深圳客家⽣⻥店吃过六七回⽣⻥⽚，回秦皇岛本地以后，

2015年⾄2017年间，在家⾃⼰做⽣⻥⽚，吃过五六回，也就是说最后⼀次⻝⽤⽣⻥⽚到2022年

1⽉检出⾍卵，期间间隔⾄少有5年。

�����病例2：

本地⼈，没有出⾏到过肝吸⾍病流⾏的地⽅，也⽆⽣⻝淡⽔⻥习惯。家在农村，村内有⻥塘，

厕所为农村⾃盖茅房，下⾬后粪便可能流⼊⻥塘，⻥塘内有⽥螺，均构成肝吸⾍发育的各类宿

主的⽣活链。在⽣活中曾经宰杀池塘的⻥，接触⽣的⻥⾁后，未能完全清洗⼲净⼿或案板，⼑

具或抹布等⽤具⽽感染，可能在⽣熟⻝加⼯过程中导致的交叉污染⻝材，进⽽导致感染。

�����病例3：

病⼈⾃述确认曾经于数年前在海南省⻝⽤过草⻥⻥⽣。并且后来得知，他与病例1相识，并与他

在⼏年前曾经同⼀桌⻝⽤过本地草⻥⽣⻥⽚。

�����病例4：

病⼈⾃述从未⻝⽤过⻥⽣等⻝物。但确实在家中宰杀过淡⽔⻥，并没有注意加⼯的⼯具和⼿的

清洗和消毒，或许这是导致交叉污染厨具并误⻝⼊的⼀条重要因素。

图10��华⽀睾吸⾍（肝吸⾍）⽣活史及感染途径（来⾃美国CDC⽹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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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肝吸⾍感染病例的病因可分为两⼤类，两种感染途径都是肝吸⾍感染的重要因素和途径。

1）具有明确的⽣⻝淡⽔⻥的历史：例如病例1和病例3。尽管有⻓达5年或10年之久的饮⻝⽣⻥

的历史，但肝吸⾍成⾍在体内⽣活时间可达到20⾄30年，终宿主⼈体感染后1-2个⽉即可发育为

成⾍，可开始排卵，且排卵量会很⼤，每次排卵可达4000~10000个，因此在显微镜下或⾃动化

分析仪中很易发现⾍卵。

2）餐⻝加⼯器具污染：第⼆个感染途径就是加⼯⻝材的⼯具⽣熟不分，消毒不严格，因此导致

感染，就如同病例2和4的两位感染者。

讨�论

1

本病国外主要流⾏于东南亚各国，国内23个省、市、⾃治区也都有病例报告，以⼴东、⼴西和

台湾等省为主要流⾏区。据2011年的⼀篇⽂献调查，⼴东、⼴西及周边地区为我国肝吸⾍发病

最⾼的省份，其次是⿊⻰江、吉林和辽宁，然后是湖南省、湖北省和安徽省。在中国疾控中⼼

2019年发布的⼀篇研究性⽂章中，也将重点流⾏省份定义为⼴西、⼴东、⿊⻰江和吉林省。据

初步检索，河北省也仅在10年前报告⼀例（⽅悦怡2008年发表在《中国寄⽣⾍学与寄⽣⾍病》

上的“我国华⽀睾吸⾍病流⾏区感染现状调查）。难道北⽅地区肝吸⾍感染病例确实这么罕⻅

吗？

2

河北省的淡⽔⻥中是否有潜在的肝吸⾍感染因素？

在2010年发布的⼀篇《唐⼭市淡⽔⻥华⽀睾吸⾍囊蚴感染状况调查》⽂章中提到对唐⼭市集贸

市场的7种淡⽔⻥进⾏检查。结果共调查陡河⽔库淡⽔⻥563条，阳性267条,感染率为47.42%，

其中以⻨穗⻥感染率最⾼，为83.41%（191/229），⽩条⻥感染率为40.00%（70/175），褐菖

蚰为12.82%（5/39），鲫⻥为2.20%（1/45），⻩颡⻥、鲤⻥和银飘⻥未检出华⽀睾吸⾍囊蚴

感染。结论唐⼭市淡⽔⻥有不同程度的华⽀睾吸⾍囊蚴感染。

 因此可⻅感染链条中的⼀个重要节点确实存在，由此可⻅距离唐⼭地区不太远的秦皇岛市，淡

⽔⻥含囊蚴的⽐例也不会少。

3

国内⼀名著名的检验专家曾经在会议上指出，近年来寄⽣⾍病的报告案例减少了许多，是因为

我们的卫⽣条件好了，⻝材更清洁了，还是因为我们的培训⼒度不够，导致许多年轻⼀代检验

者对寄⽣⾍卵都不认识了，还是减少了还是漏检了？这确实是⼀个⾮常好的问题，值得我们深

思。这⾥⾯我认为有以下⼏⽅⾯都有关系：

① 培训不够；

② ⼈员不⾜；

③ 典型案例遇到少；

④ 粪便检验重视程度不够；

⑤ 相关的寄⽣⾍检验技术流程、试剂、⽅法⽋缺；

⑥ 传承不够，有经验的⽼⼀辈检验⼯作者逐步退出⼯作岗。

4

粪便⾃动化分析仪器确实有帮助，以上4个病例都⾸先来⾃粪便⾃动化分析仪器的初筛阳性报

警，并经⼈⼯集卵法复核并确认。据了解该实验室是今年初安装了FA180型升级版粪便分析仪，

该仪器上岗才三个⽉就发现有4例肝吸⾍感染者，⽽且都是在检查其他疾病常规筛查，并⾮肝吸

⾍感染的病因⽽进⾏检查的，查出肝吸⾍卵纯属“意外收获”，在此期间还查出蛔⾍卵⼀例。

难道去年或更早时间内，就没有寄⽣⾍感染病例吗？不仅仅是在河北，在北⽅所有省市，寄⽣

⾍病少⻅吗？是我们不严谨的操作、不认识、不重视漏检了还是真的消失了？答案肯定不是后

者。

5

通过上述四个病例，令⼈深思，这正是我们北⽅地区医院需要考虑的

问题。因此，
� 加强寄⽣⾍感染性疾病的检验培训，
� 建⽴SOP和专业⽅法，
� 准备⼀些简单的常⽤试剂，如浮聚法，沉淀法常规使⽤的试剂，
� 培养专业⼈才，
� 增加⾃动化智能化分析设备的辅助，

或许是我们今后应该关注的⽅向。

总�结

⼀个⾍卵或⾍体的发现就是检验科最具价值的发现，这个报告就是诊

断性报告，可能⽐许多⽣化、免疫学等的筛查项⽬更具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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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医学成像 是利⽤物理现象（如光、电磁辐

射、（核）放射、核磁共振、声波）以⾮侵

⼊性⽅式或通过⼀个侵⼊式程序对⼈体或⼈

体⼀部分的内部或外部组织产⽣的视觉表征

图像。临床医学中最常⽤的成像⽅式包括显

微图像、X射线、计算机断层扫描(CT)、磁共

振成像(MRI)、超声和数字病理。医学影像数
[44]据约占所有医疗保健数据的90% ，因此是

临床分析和治疗最重要的依据来源之⼀。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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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学习在医学影像中的应⽤

⽂�/�Rowlin

摘要：深度学习（DL）复兴流⾏以来，⼈们

尝试将其应⽤到各个医学影像任务中，并且

在⼀些任务领域取得相当不错的效果，进⽽

再⼀次证明我们正在进⼊⼈⼯智能（AI）时

代。正如⼤家所了解到的，⼈⼯智能特别是

深度学习的进步和成功得益于⼤量可利⽤的

带标注数据以及计算性能的⼤幅提升。本⽂

将主要介绍医学影像数据的特征，深度学习

�1.1����医学影像数据特征

尽管医学影像数据量巨⼤，但由于隐私和临

床数据管理等⽅⾯原因，在数据应⽤上依然

存在⼀些局限， 有以下4个⽅⾯特点[44]具 。

1、医学影像具有像素⾼，多模态的特点。⽬

前的医学成像⽅式多种多样，并且不断的出

现新的采样⽅式，⽐如光谱C 。即使在常规T

的采样⽅式中，图⽚像素或者是多维度的⽴

体分辨率也逐步变得越来越⾼，图像所表达

和承载的信息量也越来越⼤。例如临床C 和T

M 已经能够达到亚毫⽶级别，超声的分辨率RI

会更⾼，且均能够实现采样的实时性，如何

对⾼分辨率影像进⾏实时分析，⽆论是算法

还是硬件设计都需要进⾏更多的探索研究。

2、医学影像数据缺乏相应标准。尽管在临床

应⽤上会产⽣⼤量的医学相关图像，但是各

个设备之间缺少统⼀的标准，即使是相同设

备，不同操作⼈员的设置也存在差异，因此

所获得的图⽚在信息分布上存在⼀定的偏

差。另⼀⽅⾯，由于病⼈隐私和临床数据的

管理，图像也是分散到各个医院和检验中

⼼，想要获取到开源有效的数据是⼀件极具

挑战的事情。

3、病理图像模式多样，阳性图像出现⻓尾分

布的情况。在临床应⽤中仅少数疾病拥有⾜

够观测案例可进⾏⼤规模的分析，但⼤部分

疾病案例在临床上是少⻅的，因此所得到的

� ���医学影像的临床意义及应⽤需求1.2�

医学影像对临床疾病诊断及治疗有着极其⾄

关的作⽤，仿佛就是临床医师的眼睛。⼤部

分的医学影像数据是由临床医⽣，特别是检

验科医师来进⾏分析解读。⼀⽅⾯随着设备

技术的逐年更新，影像数据量越来越⼤，图

像所包含的信息越来越多，对于⼈⼯来讲，

⻓时间⾼度集中并准确阅⽚本就是⼀件难

事，另⼀⽅⾯从医⼈员的专业⽔平不尽相

同，对同⼀个⽚⼦往往也难以统⼀、客观，

从⽽导致漏诊、误诊、审核时间⻓，标准化

匮乏等⼀系列问题。

⼈⼯智能（A ）技术，如深度学习（D ）可I L

以通过对图像的⾃动化分析，为临床医⽣提

供⽀持，实现对图像进⾏病理成分的检测，

疾病程度分析等等，从⽽降低⼈⼒复杂度和

结果的⼀致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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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学影像中的常⻅应⽤、历史回顾，以及

深度学习解决医学影像任务的技术研究。最

后，我们将对⼈⼯智能在医学影像中的未来

前景进⾏介绍和讨论。

关键字：深度学习；医学影像；⼈⼯智

能；卷积神经⽹络

⼆、深度学习在医学影像
中的常⻅应⽤及概述

深度学习在医学影像中具有⼗分⼴泛的应

⽤，本⽂将介绍以下7个常⻅的应⽤场景。�

1、医学图像重建，通过物体外部测量的数

据，经相关算法处理获得三维物体的形状信

息。图像重建技术开始是在放射医疗设备中

应⽤，显⽰⼈体各部分的影像结构，即计算

机断层扫描技术，简称CT技术，后逐渐在更

多领域获得应⽤。包含有投影重建、明暗形

状恢复、⽴体视觉重建等。�

2、医学图像增强，其⽬的是调整图像的强

度，使合成图像更加清晰或更加适合进⼀步

的研究分析。增强⽅法包括去噪、超分辨
[2] [3]率、MR偏场校正 和图像协调 。近年来，⼈

们对图像增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模态变换与

合成⽅⾯。

3、医学图像分割，其⽬的是为像素分配标

签，使具有相同特性的像素形成⼀个分割对

象。分割在临床定量、治疗和⼿术计划⽅⾯

有许多应⽤。

�样本集往往极度不均衡，如何解决训练样本

的不平衡，使模型更具鲁棒性，对⼈⼯智能

算法⼯程师们来说也是⼀个不⼩的挑战。

4、医学图像标签少且含有噪声。对医学图像

进⾏标注是⼀件⼗分耗费⼈⼒的事情，即使

是同样的图像，对于不同的任务需要的标签

标注也不尽相同，这将进⼀步导致标签缺失

的现象。同时不同⼈员的经验与图像的获取

条件也存在差异，这将导致标签的⾼度不⼀

致既标签的⾼噪声。如何对医学影像进⾏统

⼀、准确的标注同样是⼀项极具挑战性的任

务。



这⾥，�������������������������是函数预测值和真实值之间的损失函数，������������������� �是反映了关于输出的⼀些

先 验 信 息 ，� � � � 是 神 经 ⽹ 络 参 数 的 正 则 化 项 ， 防 ⽌ 过 拟 合 。 � � � � 虽 然 神 经 ⽹ 络

确实代表了⼀种模型，但它通常被认为是⼀个⿊盒⼦，因为它并不是基于很好理解的物理或数

学原理所设计的模型。

[8]2012年，Alexnet 在ImageNet*的⽐赛中以

84.6%的准确度夺得视觉识别挑战赛的冠军。

这 种 通 过 GPU加 速 训 练 卷 积 神 经 ⽹ 络

（CNN）的模型，勾起了⼈们的兴趣，开启

了 基 于 CNN的 ⼀ 系 列 新 ⼯ 作 ， ⽐ 如
[9] [10] [45]Vgg 、GoogleNet 、Inception 、ResN

[11] [46] [12]et 、SqueezeNet 、DenseNet 等 等 ，

将 ImageNet的 准 确 率 从 72%逐 步 提 升 ⾄

97.75%，超越⼈眼的94.9%的⽔平。

伴随深度学习的⽕热，医学影像的研究者们

也开始应⽤深度学习来进⾏图像分析。在

三、深度学习在医学影像应⽤
中的历史回顾

2015年⾄2016年，迁移学习被证明是⽤于解

决数据缺乏的有效⼿段，⾸先可以通过⾃然

图像对模型⽹络进⾏预先训练，然后迁移⾄

医学影像的任务中。在这⽅⾯已经有⾜够的

研究证明是有效可⾏的，例如在很多⽂献中
[5][6][7]使⽤基于ImageNet训练的深度神经⽹络

并且对医学影像任务进⾏微调有助于加快模

型训练过程的收敛速度同时提升模型的准确

性。

2017年⾄2018年，合成数据增强成为解决有

限数据集的另⼀种有效⽅法。从⼀开始数据

增强便是深度学习训练中关键的组成部分。

然⽽，是否可以通过⽣成模型（如GAN）等

⽅案来合成医疗数据，以及合成的数据是否

可以作为有效可⾏的医疗应⽤实例，并且能

够在实际应⽤中提⾼医疗任务的性能，在近

年来成为了⼈们研究的热⻔课题。 Frid-
[18]Adar等⼈ 通过⽣成对抗⽹络（GAN）合成

的肝脏病灶图像样本，并未被放射科专家识

别为合成图像，同时将合成数据应⽤到

CNN模型的训练，提⾼了肝脏病变分类的准

确性。GAN、编解码模型和它们的变体，在

最近的研究⼯作中任然进⾏着不断的探索和

改进。

另外，在分割图像任务中，来⾃医学成像领
[19]域的关键贡献之⼀是U-Net架构 。U-Net最

初是为微观细胞分割⽽设计的，事实证明，它

能够有效且稳健地学习图像特征，⽤于更多

的医学图像分割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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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医学图像病理检测（计算机辅助检测CADe），主要对医学图⽚内的病变/病灶进⾏检测定

位。⽐如检测粪便常规显微镜图像中的阳性⽬标。

5、医学图像配准，其⽬的是将⼀个或多个图像的空间坐标对⻬到⼀个公共坐标系。配准⼴泛应

⽤于种群分析、纵向分析和多模态融合，也常⽤于通过标签转移的图像分割。

6、计算机辅助诊疗（CADx），CADe的⽬标是定位或找到⼀个包含感兴趣的物体(通常是病

变)的边界框。CADx的⽬的是将局部病变进⼀步划分为良性/恶性或多种病变类型中的⼀种。

7、其他，如图像分类、关键点检测、⾃动⽣成报告等等。

从数学的⻆度来看，上述所有的技术应⽤都可以被视为函数拟合，它将⼀个图像(或多个图像，

如果可以获得多模态)作为特定函数F的输⼊，通过近似真实的映射y�=�F(x)输出预先定义的结果

值。⽽关于y的定义取决于应⽤场景和具体任务，在CADe中，y表⽰⼀个边界框。在图像分割

中，y是⼀个标签掩码。在图像增强中，y是与输⼊图像x⼤⼩相同的增强图像。

[4]有⽆数种⽅法来近似拟合F，深度学习(DL) （机器学习(ML)的⼀个分⽀）是函数逼近最强⼤的

⽅法之⼀。深度学习⾃复兴以来，已⼴泛应⽤于各种医学成像任务，并在许多医学成像应⽤中

取得不错的成绩。它的重点是学习⽽不是建模，这与传统的医学影像建模法有相背离。深度监

督学习为例。假设训练数据集为 利⽤θ对深度神经⽹络进⾏参数化，它包括｛(X ,Y )n=1...,n｝,n n

⽹络层数、每层节点数、连接权值、激活函数的选择等。近似F的神经⽹络可写成 θ 其中θφ (X),

是使损失函数（公式1）最⼩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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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ggle，天池等平台的赛事中医学影像相关

的赛题也是层出不穷，如天池的肺部结节智

能 诊 断 赛 ， Kaggle的 RSNA� Pneumonia�

Detection� Challenge（RSNA肺 炎 检 测

赛）、Data�Science�Bowl�Challenge（细胞

核检测赛）、RANZCR�CLiP-�Catheter�and�

Line�Position�Challenge（插管分类：存在

与否、位置是否准确）等等。

以下⼏个⽅⾯是最近⼏年来深度学习能在医

学影像应⽤中快速发展的关键推⼿。

四、深度学习医学影像数据应⽤的相关技术

3、神经⽹络结构搜索(NAS)和轻量化设计。

神经⽹络结构搜索通过算法根据样本集⾃动

设计出⾼性能的⽹络结构，在某些任务上可

以媲美⼈类专家的⽔准，甚⾄发现某些⼈类
[23]之前未曾提出的⽹络结构。Zhu等⼈ 成功地

将NAS应⽤于医学图像的分割。另⼀⽅⾯，轻

量级设计（如轻量化⽹络，模型压缩，模型

量化等），旨在设计能够运⾏到资源受限的

设备(如⼿机)进⾏有效计算的⽹络架构，同时

保持其准确性。

接下来本⽂将从⽹络结构设计和数据有效性

两个⽅⾯来对深度学习（DL）解决医学影像

数据的相关技术研究进⾏简单的描述。

�

 4.1����⽹络结构设计

设计⼀个优秀的模型结构，能够从相同的数

据集中学习到更具表达⼒的特征。相对于浅

层神经⽹络，深度神经⽹络具有更强⼤的模

型拟合⼒和泛化能⼒。在⼤规模标注数据集

中深度模型取得了出⾊的性能，远远超过传

统算法甚⾄⼈类的能⼒。以下将从三个⽅向

简述模型架构设计的相关研究。

1、更深的模型。从AlexNet[8]开始，⼈们就

在研究如何增加深度学习模型的层数，从⽽

得 到 更 ⾼ 的 准 确 率 ， 以 V g g �

Net[9]、Inception� Net[10]、ResNet[11]为

代表。跳跃式连接的使⽤，使深层⽹络更加易

于训练，如DenseNet[12]和U-Net[19]。U-

Net最初是⽤来处理图像分割问题，⽽其他的

⽹络则是⽤来进⾏图像分类。

2、对抗训练和注意⼒机制。在⽣成式对抗⽹
[13]络(GAN) 中，Goodfellow等⼈提出在⽣成

模型中添加判别器，判别样本是来⾃模型预

测还是数据集。⽣成器和判别器都⽤深度⽹

络表⽰，它们的训练是通过极⼤极⼩优化完

成的。对抗学习⼴泛应⽤于医学图像的任务
[15] [16]中，包括医学图像重建 、图像质量增强 和

[14]图像分割 。

[20]注意⼒机制 的核⼼是从众多信息中选择出

对当前任务⽬标更关键的信息。注意⼒机制

可以帮助模型对输⼊的每个部分赋予不同的

权重，抽取出更加关键重要的信息，使模型

做出更加准确的判断，同时不会对模型的计

算和存储带来更⼤的开销。如注意⼒机制与
[41] [42]GAN结合 ，注意⼒机制的U-Net 。

� ���数据有效性�4.2

为了解决稀疏和嘈杂的标签，我们需要对标

注更加⾼效的深度学习模型。其中，⼀个关

键思想是利⽤现有的模型（通过⼀些开源数

据所学习到的⾼效特征）迁移到当前任务，

以此来增强模型的鲁棒性，即使数据并不⼀

定来⾃相同的领域。另外，V.Cheplygina等
[21]⼈ 总结了医学图像分析的⼀些⾮监督学习

⽅法，包括迁移学习、半监督学习、⽆监督

学习、⾃监督学习等。

1、迁移学习（TL）是将某个领域或任务上学

习到的知识模型应⽤到不同或相关的领域问

题中。常⽤的迁移学习⽅法是利⽤基于

ImageNet训练的深度⽹络，对医学影像任务

进⾏微调，以加快模型训练收敛速度，提⾼

准确率。伴随⼤量带标注数据集的出现，迁

移学习⽅法在视⽹膜眼底图像任务中取得了
[7]显著的成功 。然⽽，ImageNet由⾃然图像

组成，它的预训练模型只适⽤于2D图像，对
[43]于医学图像，特别是⼩样本数据集 ，不⼀

[24]定是最好的。Liu等⼈ 提出了⼀种3D⾮均匀

混合⽹络，该⽹络能有效地将从⼆维图像中

学习到的卷积特征迁移到3D各向维度中。
[25]Chen等⼈ ，将医学挑战的多个数据集（靶

向器官、病灶图像）通过多种⽅式进⾏结

合，并学习⼀个3D⽹络，该⽹络为3D医学图

像分析提供了有效的预训练模型。



2、半监督学习通常使⽤⼀部分带标注的图像

训练⼀个模型，然后为⼤量不带标注的图像⽣

成伪标签，取预测置信度最⾼的样本对其进⾏

标签定义，然后混合两组数据来继续学习，直
[27]到模型的预测结果不再产⽣变化。Nie等⼈ 提

出了⼀种基于注意⼒的半监督深度⽹络⽤于分

割任务。它对抗性的训练⼀个分割⽹络，从中

计算⼀个置信度作为基于区域注意⼒的半监督

学习策略，以包括未标记的数据进⾏训练。

3、⽆监督学习与解纠缠。⽆监督学习不依赖

于标注图像，它本质上是⼀个统计⼿段，在没

有标签的数据⾥发现潜在联系的⼀种训练⽅

式。其中，采⽤对抗学习策略设计促进深度特

征的统计匹配，这种解纠缠⽹络结构已得到⼴

泛应⽤。在医学成像中，⽆监督学习和解纠缠
[28] [29]被⽤于图像配准 、运动跟踪 、伪影消除

[30] [31] [32] [33]、改进分类 、域⾃适应 和通⽤建模 。

4、⾃监督学习。它是⽆监督学习的⼀种，通

过利⽤辅助任务从⼤规模的⽆监督数据中挖掘

⾃⾝的监督信息对⽹络进⾏训练，从⽽学习到

对下游任务有价值的表征，然后可以通过使⽤

带注释的数据对其进⾏微调。在三维医学影像

数据应⽤中，Zhu等⼈提出了⼀个针对医学⽴
[34]体数据的⾃监督学习框架 。具体来说，是使

⽤⼀个魔⽅代理任务，来预训练三维神经⽹

络。该代理任务包括三种操作，即⽴⽅体排

序、⽴⽅体旋转和⽴⽅体遮挡。代理任务迫使

⽹络从原始三维医学数据中学习平移和旋转不

变特征，同时对数据噪声有⼀定容忍性，显著

提⾼三维神经⽹络在脑出⾎分类、脑瘤分割等

任务上的准确性。

5、弱监督或部分监督学习。X光⽚应⽤上，

Wang等⼈提出通过弱监督学习来解决胸部X光
[35]⽚多标签疾病分类问题 。另外，为了降低对

图像分割的严格像素级标注要求，使⽤“图像
[36] [37]级”标注 �或像点标注、涂鸦式标注 等弱标

注的弱监督学习⽅法被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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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学习依然是蓬勃发展的新兴领域，相信

终究能够解开“⿊匣⼦”的真⾯⽬，坚信其

具有⼴阔的应⽤前景。COVID-19⼤流⾏时，
[47]⼈⼯智能的多个⼯具 能够快速地从之前训

练的模型中迁移到COVID-19的任务场景，⽤

于胸⽚图⽚的分类、定位量化、初步诊断

等。另外，临床神经科学等领域的⼤量研究
[40]表明，基于⼈⼯智能的图像评估系统可以

识别视觉放射学⽆法识别的复杂成像模式，

例如许多神经精神疾病。总之，深度学习不

仅有望在神经⽣物学基础上以更精确的⽅式

重新定义许多疾病，⽽且还能提供早期检测

和个性化⻛险估计。这种能⼒有可能显著扩

⼤⽬前的临床协定，并为精准医疗做出贡

献。

五、未来讨论 参考⽂献：

当我们展望未来更多可能时，下⼀步就是将

图像与其他的临床背景相结合，从患者影像

数据到额外的临床描述信息(如⾎液检测、基

因组学、药物治疗、⽣命体征和⾮成像数

据，如⼼电图)，这⼀步将提供从图像空间到

患者信息的过渡。另外，对更多病理进⾏⼤

数据收集和统计，能够更好的了解疾病表

现、治疗反应、药物之间的不良反应和相互

作⽤等。这⼀步需要构建更完善的基础结

构，同时在医院和学术科研机构之间甚⾄国

与国之间，制定新的隐私和安全法规。随着

越来越多的可⽤数据，深度学习和⼈⼯智能

能够在这些数据中进⾏更多的探索，从⽽加

速新药物的研发、尝试更多的治疗⽅式，促

进医疗保健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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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特别的年度盛会——快⻢加鞭·只争朝⼣

1⽉22⽇，⼀场独特的盛会在沃⽂特新园区举办，这也是沃⽂特在⼊驻新园区后举⾏的第⼀

场年度盛会。为积极响应疫情防控要求，此次盛会仅公司员⼯参与，待疫情的阴霾散去，沃

⽂特将诚邀各位嘉宾莅临新园区参观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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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经意间，春天快要到来。2022年的初春是

特别的，新冠肺炎疫情再⼀次席卷成都，⽽这

⼀次我⾝处其中，疫情让⼤家的⽣活仿佛按下

了暂停键。

不惧疫情，共盼春来
⽂�/�⽅⽼师

2⽉20⽇，⼀个普通的周末，躺在家⾥的我突

然接到⼀通电话，被告知⼩区实施临时疫情管

控，不得离开⼩区。此时的我并不觉得此次疫

情有多严重，想着⼤家做完例⾏的核酸检测，

周⼀还是可以正常出去上班的。但是直到第⼆

天早上也没等来可以出⼊⼩区的消息。⼩区外

围⽤铁板做起了隔离措施，⼤量的医护⼈员、

社区⼯作者来到⼩区，甚⾄⼩区外围的道路也

进⾏了封锁。看来事情并不简单，我怀着忐忑

的⼼情告知领导：“我被隔离了，⽬前暂时未

知解封⽇期”，这意味着我没办法正常上班。

但是公司与领导带给我的是关⼼和温暖，领导

迅速调整我的⼯作内容让我得以居家办公，隔

离期间虽然不能和同事们⼀起并肩奋⽃，但在

家办公的我依然可以实现⾃⼰的价值。这在⼼

理上给予了我莫⼤的慰藉，⽽此次疫情带给我

的感动不⽌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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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所在的⼩区被列为了中⻛险，意味着我⾄少14天不能离开家。为便于管理，社区⼯作⼈

员与志愿服务者加⼊单元群，在群⾥传达会议精神，发布疫情防控措施，指导协调⽇常活动等

等，使⼤家的⽣活有条不紊。微信群⾥，甚是热闹：“物业购买的爱⼼菜到了，⼤家分批下来

领取”，“*楼*单元***号，你需要的东西到了”，医疗组温情提⽰“请⼤家⾃觉居家，不要外

出”，“特殊情况提前联系⼯作⼈员”，“测体温时间到了”……除了尽量满⾜⽇常⽣活需求，

温江志愿服务促进会也为⼤家安排了隔离期间全天的直播，涉及健⾝、跳舞、插花、抽奖等环

节，让隔离状态下的⽣活丰富了不少，⽇⼦就这样周⽽复始地继续着。

阻击疫情，就是⼀场没有硝烟的“战役”，

但是寒冬阻挡不了春天的脚步，⿊夜遮不住

黎明的曙光，寒冬终将过去，春暖花开总会

到来!

隔离在家，⼤家的⼼情难免低沉。社区⼯作⼈

员与志愿服务者在忙完⽇常的⽣活保障外还为

我们举办阳台演唱会，红旗、⽆⼈机、⾳响⻬

上阵……⼤家兴致很⾼，很多时候都是志愿者

们在唱歌给我们听。⼤家在阳台上有的欢呼，

有的感动到落泪，但是谁能想象呢，他们和我

们⼀样也被隔离着。他们穿着防护服，没有正

常的休息，累了就在楼道打个盹，上厕所不⽅

便，不能回家……每每看到他们的⾝影除了感

动，就是想着尽⼒配合他们的⼯作，做到不添

乱。哪有什么岁⽉静好，只是有⼈在替你负重

前⾏！战⽃在疫情⼀线的医护⼯作者和所有为

抗击疫情默默⼯作的⼈员，都是这座城市最美

的⻛景。

t ot wen eht r of eci vh de A  c ea cr ie ve dr A

070      PAGE     PAGE      069



悦活⼈间
ENJOY 
THE WORLD 更专业、更时尚、更年轻的⽣活读本

ORIENTER  BIOTECH

MAGAZINE

蒙顶⼭游记
⽂�/�刘⾦刚

城市的⽣活久了，总有逃离去远⽅的情绪，

就像天空⾥游荡的云朵，总想亲吻⼤地的轮

廓，这⾬就时不时地下着。

⾬纷纷，⼀年春。难得假⽇，能和久不曾相

聚的朋友们⼀起踏⻘、旅⾏，这重逢，也是

这平凡的⽣活⾥幸福的事情。虽然，每个节

⽇⾥⾼速公路都会堵⻋，但每个⼈并没有因

此⽽⼼情低落，因为⾄少能短暂的远离城市

的沉闷和每⽇循环往复的⻛景，况且还有远

⽅要追逐的事情，⼼情⾃然是愉悦很多。这

⼀站，我们选择去被称为世界茶⽂化发源地

的蒙顶⼭，⼀个位于⾬城雅安，集茶⽂化、

佛教⽂化、道教⽂化、祭祀⽂化、红军⽂化

于⼀体的地⽅。

清晨从成都起，⼀路⾛⾛停停，⼗多个⼩时

终于，我们登到⼭顶，在峰顶眺望远⽅，瞬

间被那云雾缭绕、秀雅⽆⽐、恰似仙⼭琼阁

的⻛景所沉迷。蒙顶⼭因“⾬雾蒙沫”⽽得

名，更有“蒙顶天下雅”的美誉。这⼀幕，

不负这声誉，不禁让⼈惊叹这⼤⾃然的魅⼒

和变幻。最后，我们⾛进坐落于蒙顶⼭之巅

的红军百丈关战役纪念馆，更深刻地了解了

先辈们那段艰苦的岁⽉。下⼭的时候，路过

位于蒙顶⼭⼭脊东侧的盘⻰亭，看到了这个

造于明代，刻⼯精湛，造型⽣动的⽯刻盘

⻰，默默地⻅证着蒙顶⼭的历史和发展。

有时候想想，⼈⽣可能就像远⽅，只有穿过

迷雾，⾛过泥泞，才能领略别样的⻛景。⼀

时的困难终究是⾛向理想的⽯阶，虽然有时

候难⼀点，可终究⾛得⾼⼀点。

Travel notes of 

Mengding Moun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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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终于到达了⽬的地。我们下⻋的那⼀刻，

就看到了这“天下第⼀壶”的震撼，⽔涓涓

⽽出，落⼀杯清茗。从它旁边拾级⽽上，遇

到了⼀⼭中的住家⼾，⽼伯正娴熟地炒着这

新采的⻘茶，翻来覆去，猝然间闻到那缕缕

清⾹，不禁慨叹蒙顶茶的声名远扬，以⾄成

为历代⽂⼈墨客吟颂的对象。这清⾹，着实

让⼈领略到“此间尘嚣远，不欲思归期”的

妙笔。随后，经过了坐落于茶园翠霭茂林间

的寺庙，⾛过旁边那挂满祝福和愿望的⽯

阶，⼀步步向上，来到了皇茶园。皇茶园以

⽯栏围绕，双扇⽯⻔两侧有"扬⼦江⼼⽔，蒙

⼭顶上茶"⽯刻楹联，⾄今留存，透露着弥久

的历史和沧桑。园⼦旁边的⼩⼩⼴场上，还

有那可能不久前挂起的红⾊横幅，倒是记不

清是什么活动了，但⼀定是关于茶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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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特别的年度盛会——快⻢加鞭·只争朝⼣

1⽉22⽇，⼀场独特的盛会在沃⽂特新园区举

办，这也是沃⽂特在⼊驻新园区后举⾏的第⼀

场年度盛会。为积极响应疫情防控要求，此次

盛会仅公司员⼯参与，待疫情的阴霾散去，沃

⽂特将诚邀各位嘉宾莅临新园区参观指导。

这次盛会由乔迁游园会、颁奖典礼、新春晚

会三⼤版块组成。这天，沃的⼩伙伴们在

“新家园”的各个⻆落尽情玩乐，也分享喜

悦、⻅证荣耀、展望未来。

乔迁游园会设置了很多游戏摊位，⼩伙伴们

可以尽情放松，还贴⼼准备了很多集市摊

位：冰糖葫芦、中国糖画、铜⼈、舞狮、写

春联、⼩丑编⽓球、慈善⼯会、⼿⼯达⼈等

等…

乔迁游园会�欢乐⽆穷
让快乐洒满新家的每个⻆落

各种趣味游戏吸引很多⼩伙伴挑战赢礼品，也体验了⼏番“⼩惩罚”，玩出“痛苦⾯具”。

欢声笑语在新园区弥漫，一派热闹的场景，玩得不亦乐乎的小伙伴们满足且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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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迁游园会结束后，盛⼤的评优表彰典礼开始。今年的颁奖环

节，设⽴了最美基建⼈、伯乐奖、⾦话筒奖、精益达⼈、质量卫

⼠奖、明⽇之星、优秀员⼯和优秀管理者等个⼈奖项。

提及新园区建设，台上的最美基建⼈⼏度哽咽，因为亲历且⻅证

了园区的拔地⽽起，知其不易，也倍感珍惜。

每⼀份努⼒和付出都值得嘉奖

春联  迎春纳福

颁奖典礼�荣耀⽆限

最美基建⼈

伯乐奖 精益达⼈ ⾦话筒奖

明⽇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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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价值的实现离不开团队⼒量的加持，现

场颁发了2021年“从0到1奖”，这是属于沃

⽂特⼈的⾄⾼荣誉。因为有1，后⾯的0才有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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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奖典礼完毕后，新春晚会正式拉开序幕。

精⼼准备的晚宴，真可谓⼗⼋般厨艺，只为

犒劳⾟苦奋⽃的每⼀位。

晚会劲歌热舞不断，科技感灯光秀、时尚现

代舞、复古国⻛舞等节⽬赢得阵阵掌声与喝

彩，精彩的节⽬间隙穿插抽奖和微信红包⼤

放送活动，现场⽕爆⾮常！

魅力难挡        

劲歌热舞

晚会最后的打碟环节，嗨爆全场，⽓氛超燃，给本次盛会画上了圆满的句点。

站在全新的起点，开启新征程。

2022，让我们⼀起快⻢加鞭，只争朝⼣！

⼗⼋般厨艺犒劳⾟苦奋⽃的每⼀位
荣耀�表彰优秀

从0到1奖

发光免疫检测仪器技术平台-仪器开发⼆部

粪便形态学10项质控品-试剂研发⼆部

细胞因⼦-炎症卫⼠-试剂研发三部

⾃产突破

营销中心

新春晚会�举杯畅饮

沃⽂特总裁张其胜先⽣上台致辞，张总表⽰，2021年沃⽂特⼀如既往⾼速发展，新的⼀年⾄关

重要，是决定公司未来在IVD领域⾼度的⼀年。2022年让我们⼀起快⻢加鞭、只争朝⼣，为成为

“中国⾃主知识产权流⽔线No.1”⽽拼搏奋⽃！

回⾸过去的这⼀年，新园区建设、智慧⽣态实验室在全国各地落地投⽤、多项新品发布……每

⼀位沃⽂特⼈的付出和贡献都值得嘉奖。此刻，我们收获满满的感动，也对未来充满信⼼！

沃⽂特总裁��张其胜先⽣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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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春三⽉初，满枝迎春新花栖⽊……

3⽉8⽇，沃⽂特为公司所有⼥⼠们精⼼准备了节⽇专属礼物和汉服美拍体验活动。⼀⼤早的惊

喜和整个下午的惬意体验，就是春光⾥温暖和贴⼼的仪式感。

国⻛和韵，盛世芙蓉
沃⽂特沉浸式“国⻛华服”美拍体验活动

⼥⼠专属礼

男⼠们绅⼠般盛装出席，彬彬有礼，为每⼀

位⼊园的⼥⼠送上向⽇葵和节⽇礼。向⽇葵

勇敢⽽热烈，满天星浪漫且迷⼈，愿收到花

的⼈都能勇敢地去追求⾃⼰想要的幸福。

汉服美拍

镜头下的汉服⼩姐姐们穿梭在现代⻛格的园

区各处，或清新素雅，或华丽飘逸，成了春

⽇⾥园区⼀道道靓丽的⻛景线。

时代向前，⼥性向上。

愿每⼀位⼥性，都能成为⾃⼰的太阳，照耀

⾃⼰，也能点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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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庄将四川⺠间烧酒作坊的酿技之精髓悉⼼

传承，以“前店后坊”式传统烧酒格局打造

古典庭院式酒庄，融传统⼿⼯酿造⼯艺与严

谨的匠⼼精神于⼀炉，倾⼒打造极富巴蜀⽂

化底蕴的稀世珍酿。

游古典庭院式酒庄是⼀种什么样的体验？
⽂�/�贺⼦珈

古典庭院式酒庄

你是否⼀直向往着世外桃源般的⽣活？

苦苦寻找万丈红尘之外的⼀⻆静谧？

喏，你要的答案就在这⾥。

在泸州的⼀⽚天空下，

藏着这样⼀个古典庭院式庄园，

今天，就由我带你⼀起吟诗品酒，共赏“桃花源”。

“⽔⽯潺湲，⻛⽵相吞，炉烟⽅袅，草⽊⾃馨。”得如此宁静⻛雅。在这古典庭院式酒庄，或

看书、或静坐，极尽闲适之乐。如此超尘之趣，让⼈宁静⽽恬适。

不仅是⼈们喜欢这样的环境，川南天赐的⽣态优势对酿酒的微⽣物环境也起着极⼤的作⽤，⽽

这样的⽣态环境也正是庭院式酒庄追求的“⼈与⾃然”和谐共⽣。

春酿·时节

红袖织绫夸柿蒂

⻘旗沽酒趁梨花

正值三⽉，酒庄在万物复苏、阴阳和合的春

季，迎来了⼀年中最好的酿酒时节。

酿酒⼈已迎着⼤好春光忙碌起来。跟随酿酒⼈

的脚步，⼀起来感受下古典庭院式酒庄的酿酒

旅程吧！

初春的酒坊被层层薄雾遮掩，⻘砖黛⽡在朦胧

中更显秀⽓。

清晨七点半，酿造⻋间⼜恢复了往⽇的氤氲，

酒⾹开始复苏，春⻛也变得有滋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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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傅把窖⽪⼀块块掀开，将沉睡了⼀百⼋

⼗天的窖池再度开启。

⽜尾巴流出的液体在⽹布⾥激起酒花，宣告

着⼀坛优质春酿的诞⽣，把握⾃然奥义的付

出，佳酿天成。

将粉碎好的新粮拌⼊粮糟中，再和⼊蒸好的

糠壳，猪肝⾊的糟醅显得更有⻣⼒，上甄轻

撒匀铺，⼀股独有的酯⾹弥漫开来。

从上甑到出酒的过程，对于这些有着⼗⼏年酿酒经验的师傅们来说，依旧紧张⽽期待。

窖池丰富的微⽣物通过糟醅的滋养，⽣成了⼤量的⼄酸、乳酸和其他有机酸，⻓达半年的洗

礼，⾜以⽣成更丰富的⾹味物质，带来了更加醇厚舒适、酒⾹繁馥的酒体。

在酒庄后⽅，还有⼀⽚静谧的酒林。酿酒⼈将

新酒装⼊埋于地下的陶坛中，利⽤冬夏低温差

以及昼夜温度差，让酒体在缸内形成⾃然的微

循环流动，使酒体逐渐陈化⽼熟。

半埋坛藏，阴阳平衡。

在这酒庄⾥酿出的每⼀滴酒，不仅是古法⽂明

传承的⻅证，更是⼤⾃然与时间的馈赠。

“⼗⽉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不经⾃

然洗礼与岁⽉沉淀，何以呈现⽣命之多姿，宽

思与窄想，酿酒与⼈⽣，皆出此理。

082      PAGE     PAGE      081



沃
二
代
的

创
想

世
界

悦活⼈间
ENJOY 
THE WORLD 更专业、更时尚、更年轻的⽣活读本

ORIENTER  BIOTECH

MAGAZINE

美味的甜甜圈
作者：徐可芯�������年龄：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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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糕》
作者：严知⾏�������年龄：5岁

《迷域》
作者：吕品谕�������年龄：5岁

《⻰猫》
作者：邓仁⾳希������年龄：8岁

《冰墩墩》
作者：Angel�������年龄：13岁



好⽚推荐 Recommendation

今年，你回家过年吗？

类型:�微电影

制⽚国家/地区:�中国

语⾔:�汉语普通话

⽚⻓:�10min39s

关键词：回家过年�责任�艰⾟

沃⽂特影业出品

年关逼近，刚毕业的⼤学⽣忙于应对⼯作，家⼈殷切叮嘱，早点回家；项⽬经理主动提出
春节值班，只为把回家的机会让给同事，⽽公司也为他特意安排了⼀场团圆；在异乡开冒
菜店的⼩⽼板跟家⼈撒着善意的谎⾔，在⼩店⾥成全了外卖⼩哥的团圆……⽆论⾝处何⽅，
家⼈的叮嘱与关怀、⾝边⼈的陪伴都是温暖，汇聚成了熟悉的年味。

「回家过年」这四个字是热切的呼唤，
是殷殷的叮嘱，是深深的期盼，
更是刻在国⼈⻣⼦⾥的恋家情结。

那些你不曾经历过的“年”，或许他们正在亲历。
⼯作的忙碌，⽣活的艰⾟，现实的⽆奈…

好在，⽆论⾝处何⽅，
有温暖的地⽅，就有家，
再遥远的念想，都能抵达。

谨以此⽚，致敬所有为⽣活努⼒奋⽃的游⼦。

悦活⼈间
ENJOY 
THE WORLD 更专业、更时尚、更年轻的⽣活读本

ORIENTER  BIOTECH

MAGAZINE

剧情简介

Take this film to pay tribute to all the 

wanderers who have worked hard for their l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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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专业、更时尚、更年轻的⽣活读本
ORIENTER  BIOTECH  MAGAZINE

编辑：⼩沃
籍贯：四川
性别：雄性
年龄：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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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