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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鲜明、众星璀璨的玉溪高新区生物医药创新型产

业集群，将为形成一批覆盖全省的高质量生物医药产业专

业化园区，为云南重点培育千亿级生物医药战略性新兴产

业增加分量十足的“砝码”。

王学勤
云南省科技厅党组书记、厅长

◎本报记者 刘志伟 通讯员 秦海波

在日前举行的国家“十三五”科技创新成就

展上，由沃森生物联合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

院、艾博生物研制的我国首款新型冠状病毒

mRNA 疫苗引人瞩目。这是我国首个进入Ⅲ期

临床试验的新型冠状病毒 mRNA 疫苗。在云南

玉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简称玉溪高新

区），生产这款疫苗的模块化厂房，已于 10 月份

具备生产条件，可年产 2亿剂疫苗。

目前，玉溪高新区已聚集了一批优质生物

医药企业，这些企业在高新区成长发展，不断

取得优异成绩，如沃森生物自主研发的全国首

个 13 价肺炎结合疫苗获批上市，赛灵药业“恒

古骨伤愈合剂”获 2020 年云南省科学技术进

步一等奖、产品被纳入国家医保目录……玉溪

高新区是全国生物制品与植物提取物知名品

牌创建示范区、云南省生物产业示范基地和新

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致力于打造生物医药

产业创新型集群。今年 8 月，科技部火炬中心

将玉溪高新区生物医药创新型产业集群等 43

个产业集群纳入 2021 年度创新型产业集群试

点（培育）。

“长期以来，我们充分利用云南省生物资源

优势，以优势企业为依托，以延伸产业链为主线，

重点发展生物制药、现代中药、化学药等相关产

品。”玉溪高新区管委会主任姚翔介绍，生物医药

是现代产业体系中成长性最好、发展最为活跃的

领域之一。

目前，玉溪高新区重点发展高端疫苗、单抗、

重组蛋白等产品；以中成药生产研发为主导，引

进现代中药颗粒配方类药物企业，重点发展中成

药、中药饮片、中药保健品；围绕产业需求，引进

化学制剂企业，并鼓励现有企业加大技术研发力

度，积极进行新药研发。玉溪高新区生物医药产

业发展态势良好，还重点打造了“玉溪生物医药

产业园”。

目前，玉溪共有生物医药企业 33户，其中规

模以上企业 19 户；有药品批准文号 254 个，其中

中成药品种 150个，全国独家品种 16个。作为当

地医药企业聚集地的玉溪高新区，初步形成了以

疫苗、单抗为代表的生物技术药和以民族药、特

色药为代表的中成药两大特色品牌。

“特色鲜明、众星璀璨的玉溪高新区生物医

药创新型产业集群，将为形成一批覆盖全省的

高质量生物医药产业专业化园区，为云南重点

培育千亿级生物医药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分量

十足的‘砝码’。”云南省科技厅党组书记、厅长

王学勤说。

利用优势，精心打造特色产业链

维和药业、鸿翔中药、万绿生物、赛灵药业、

林缘香料等业界知名“大咖”在玉溪高新区云

集。依托云南丰富的中药和民族药资源，生物

医药企业开展技术研发，技术创新为企业发展

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集新产品研发、生产、药材种植、销售于一

体的维和药业，是一家现代化高新技术企业。

“这家企业的研发中心，先后被认定为云南省

企业技术中心、国家中药现代化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西南分中心和云南省植物提取物工程研究

中心。”玉溪市科技局局长梁玉浩介绍，基于植

物提取物工程技术、质量标准和安全性检测技

术、生物工程技术、指纹图谱技术等优势，维和

药业对名贵药材三七的研究、开发及规模化生

产，已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赛灵药业与中国工程院张兴栋院士携手建

立天然药物深度开发院士工作站。该企业通过

建立高层次创新平台，引进高端创新人才，推

激励创新，推动中药民族药产业壮大

在玉溪高新区，生物医药产业的好消息不断。

“十三五”期间，玉溪九洲生物科技公司投资

6000 万元的马免疫球蛋白抗体项目顺利完成，

已获得两个品种药物的临床试验批件，获得专利

授权 22 项、注册商标两项，并承担了“重大新药

创制”科技重大专项和云南省生物医药领域重大

科技专项。

玉溪嘉和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投资2亿元的治疗

性单抗药物产业化项目已有3个产品进行临床试验

及产业化，3个产品均属于全球10大畅销药，其中我

国首款用于治疗外周T细胞淋巴瘤的PD-1单抗，

预计上市销售3年内可实现产值30亿元。

玉溪沃森投资 3000 万元的新型疫苗标准

厂房项目和投资 2.06 亿元的国际制剂中心项目

顺利竣工，为企业今后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这些生物医药重点项目之所以能够快速推

进，得益于云南省和玉溪市关于加快生物医药产

业高质量发展的决心和一系列配套政策。”姚翔

说，近年来，玉溪高新区在支持医药产业发展上，

打出了一套政策组合拳。

以规划引领，玉溪高新区统筹布局生物医药

产业用地，年度新增建设用地优先支持生物医药

产业项目；打造有吸引力的生物医药产业集中

区，提升园区的承载能力，为入驻企业提供完善

的配套基础设施保障；拓宽和创新融资渠道，解

决产业发展中的资金瓶颈问题；同时，强化创业

支持、科研经费、职称评审、签证、户籍、居住等方

面政策，支持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加强

产业人才保障。

“下一步，我们要不打折扣落实好玉溪市《关

于加快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进一步培育龙头骨干企业、成长型企业、中小企

业，完善质量体系，推动质量提升，培育质量品

牌，进一步提升玉溪生物医药产品的市场影响

力、竞争力。”玉溪市委书记王力说。

配套政策，打牢长远健康发展根基

今年是光谷培育瞪羚企业

的第 11年，每年认定的瞪羚企

业数量由最初的30家增至今年

的 502家，11个年头增长了 16

倍，累计入选的瞪羚企业达到

1300余家。

16倍“瞪羚企业是探索中小企业成长跃迁的先行

者，始终保持着强劲的高速成长态势。”11 月 20

日北京长城战略咨询副总经理赵荣凯告诉科技

日报记者，近 3年武汉光谷（以下简称光谷）两年

营业收入复合增长率排名前 10 的瞪羚企业，增

幅都在 146.5%以上，复合增长最高的保利沃利

科技（武汉）有限公司，增幅达到 505.7%。

近期发布的《2021 年光谷瞪羚企业发展报

告》显示，2021 年度，光谷共认定瞪羚企业 502

家，总营收 243.6 亿元，同比增长 49%，其中 64 家

企业营收过亿。

近 3年平均研发投入强
度均高于13%

瞪羚企业，专指以科技创新为支撑、并跨越

了创业“死亡谷”的高成长性中小企业。它们具

有与瞪羚羊相似的特征：个头不大，却跑得快、跳

得高。

据统计，502家光谷瞪羚企业 2020年研发投

入总计 32.7 亿元，两年研发投入复合增长率为

45.0%。2020 年，平均每家光谷瞪羚企业研发投

入超过 650 万元，其中，研发投入超过 2000 万元

的企业有 31 家，飞思灵微电子、友芝友生物等 5

家企业平均研发投入超 5000万元。

光谷瞪羚企业近 3 年平均研发投入强度均

高于 13%。2018—2020 年，502 家光谷瞪羚企业

平均研发投入强度分别为 14.1%、13.9%、13.4%。

2020 年，近三成光谷瞪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高

于 20%，其中，56家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超过 50%。

光谷瞪羚企业研发人员从 2018 年的 1.4 万

余人增加至 2020 年的 1.9 万余人，两年增长近四

成。2018—2020 年，光谷瞪羚企业研发人员占

比始终高于 40%。超四分之一的光谷瞪羚企业

2020 年研发人员占比高于 60%。2020 年，有 133

家光谷瞪羚企业研发人员占比超过 60%，其中，

52 家占比超过 80%。2018—2020 年，31 家光谷

瞪羚企业平均增加研发人员超过 50 人，超八成

分布于数字产业、光电子信息领域。

光谷瞪羚企业在稳就业方面也发挥了积极

的作用。502 家光谷瞪羚企业员工总数从 2018

年的 2.9万人增加至 2020年的 4.4万人，近 3年吸

纳高校应届毕业生近万人。2020 年，光谷瞪羚

企业中本科以上学历员工占比 57.7%，高于武汉

东湖高新区全区水平 14个百分点。

武汉迈特维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创

新代谢组技术在生命科学研究与医学健康领域

的应用，汇聚了一批优秀的代谢组学、分析化学、

生物学、医学、计算机科学等多背景、复合人才。

2020 年，该企业员工总数达 350 余人，企业吸纳

高校应届毕业生人数约 50人。

已涌现14家上市公司、
6家高成长性企业

从这些“瞪羚羊”的“含金量”看，2020 年，

光谷瞪羚企业利润总额达到 34.3 亿元，近两年

利润总额增量超过 1000 万元的企业有 35 家，近

四成企业利润率超过 20%，其中 30 多家利润率

超过 40%。

“这说明光谷瞪羚企业的发展质量是比较高

的。”武汉东湖高新区科技创新和新经济发展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从过去 11年的成长周期看，光

谷瞪羚企业的新生力量在不断涌现。今年 216

只新晋“瞪羚羊”的平均年龄仅为 4.5 岁，超过六

成的“瞪羚羊”在 3—7 岁，且成立时间越短的企

业，新晋成为光谷瞪羚企业的占比越高。此次新

上榜的杰开科技、滴水智能、光迹融微等“瞪羚

羊”，都是 2020年才“出生”的。

自2011年起，武汉东湖高新区开展光谷瞪羚

企业培育工作，先后3次修订发布瞪羚企业专项培

育政策，为光谷瞪羚企业提供了一系列定制化服

务。今年是光谷培育瞪羚企业的第11年，每年认定

的瞪羚企业数量由最初的30家增至今年的502家，

11个年头增长了16倍，累计入选的瞪羚企业达到

1300余家。

武汉市委常委、东湖高新区党工委书记汪

祥旺表示，光谷瞪羚企业中，已涌现 14 家上市

公司、6 家高成长性企业，这些瞪羚企业成为了

光谷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今年 10 月，湖北

省科技厅发布首批湖北科创“新物种”企业榜

单及发展报告，光谷有 210 余家企业入围，超九

成企业为光谷瞪羚企业。这说明，光谷瞪羚企

业培育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效。今后，光谷将

进一步加快培育新场景、新业态，加快链接高

端顶尖资源，为光谷瞪羚企业发展壮大按下

“加速键”。

研发投入强度最高超50%
“瞪羚”成武汉光谷高质量发展动力源

云南培育千亿级生物医药产业云南培育千亿级生物医药产业
这个园区提供了这个园区提供了““专业化专业化””支撑支撑

科技日报讯（记者郝晓明）近日，科技日报记者从大连高新区科技创

新局举办的高端创新平台建设工作专题培训会议上获悉，2021年度大连

市获批建设的省级新型研发机构再添两家，分别是康元医疗科技（大连）

有限公司和大连透平机械技术发展有限公司。这两家公司均来自于大连

高新区。

除省级新型研发机构外，大连高新区本年度还获批建设企业类省级

技术创新中心 5个，占全市总数的 41.7%；获批建设省级重点实验室 7个，

占全市总数的 50%；获批建设市级技术创新中心 8个，占全市总数的 40%；

获批建设市级重点实验室 8个，占全市总数的 42.1%。

11月 11日—12日，大连高新区科技创新局先后两次举办线上服务和

培训，为 80余家具备较高研发能力的科技型企业讲解国家、省、市各级新

型研发机构、技术创新中心和重点实验室的建设思路、申报条件、政策支

持及注意事项，提前谋划 2022 年创新平台“提质增效”计划，推动更多创

新主体建设高端创新平台。

近年来，大连高新区加大对高端创新平台建设培育工作的支持力

度。在推动和扶持企业、科研机构等创新主体加大研发投入、拓展科研资

源、聚集研发人才之余，高新区通过线上集中培训、线下逐一走访、申报难

题诊断、专家评审把关等多种形式帮助创新主体解决申报难题，设立服务

秘书，跟踪申报进展，提升申报通过率。

再添两家省级新型研发机构

大连高新区全力培育高端创新平台

科技日报讯（黄新通 记者谢开飞）11月 16日，福州大学永定区飞地

科技园启动仪式在福州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举行，福厦泉自主创新示范

区协同创新平台也当日揭牌。据悉，该飞地科技园是福建首个落户高校

的飞地科技园，是校地双方创新科技体制机制、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

探索。按照“孵化在福大、转化在永定；研发在福大、生产在永定”的合作

理念，福州大学和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将通过合作共建飞地科技园、产业

基地等，推动区域人才链、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使之成为福建省政

产学研用合作的一张“新名片”。

“福州大学作为对口支援龙岩市永定区的单位，服务闽西原中央苏区

振兴发展，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和应有的担当。”福州大学党委书记陈国龙

说，福州大学永定区飞地科技园的启动，福厦泉自主创新示范区协同创新

平台的揭牌，是学校支援闽西原中央苏区的重要举措，是加强校地协同创

新创业创造的一件大事，也是校地双方合作进入实质性阶段的重要标志，

必将有利于构建“科技—人才—产业—创新”四位一体的全面合作格局。

双方要在合作的广度、深度、温度上下足功夫，推动合作态势螺旋递升，从

而推进双方高质量发展。

龙岩市永定区委书记李强表示，今年以来，永定区抢抓福州大学对口

支援历史性机遇，借力福州大学智力、科技、人才、校友资源等优势，合作

共建福州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龙岩文秀产业基地、福州大学永定区飞地

科技园，取得了显著成效。永定区将充分运用好飞地科技园和创新平台，

加强与福州大学沟通对接，将其积极打造成为高新技术企业培育、科技成

果转化落地、科技人才聚集的优质平台。

福建省科技厅副厅长周世举提出了三点希望。一要打造品牌，强化

带动。全面提升核心竞争力，精心打造一流园区，尽快总结出好经验、好

模式、好机制，为福厦泉自主创新示范区协同创新提供示范。二要把准定

位，力求实效。尽快孵化和培育一批高科技企业，尽快转化和落地一批创

新成果，促进福州大学永定区飞地科技园科技创新能力有新提升。三要

加强合作，创新发展。作为福州大学永定区飞地科技园的合作双方，福州

大学和永定区要加强合作、优势互补，共同推动园区高质量发展。

据福州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管委会办公室主任叶志清介绍，近年来，

科技园围绕学校学科发展和科技产业集群布局，积极打造科创“总部经

济”。目前，科技园入驻能源与环境光催化国家重点实验室、地理空间信

息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中心等 9个国家级平台、33个省级科研平台、11

个校企合作平台等，构建科技园科研技术开放式共享平台格局；已转化学

校科技成果 50 多项，累计孵化企业 200 多家，其中获批高新技术企业、科

技小巨人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达 30多家。

将飞地科技园落户高校

福建打造政产学研用“新名片”

动产、学、研相结合的科技创新服务体系发展，

推动骨伤愈合剂的深度开发，促进骨健康全产

业链延伸。

鸿翔中药引进自动化生产设备、中药配方

颗粒提取浓缩生产线，具备了生产 609 种中药

配方颗粒、300 多种中药饮片、100 多种中药粉

剂的生产能力。

以技术支撑为“骨”，创新驱动为“魂”，玉

溪中药民族药产业因此得以稳步发展。

目前，玉溪高新区拥有国家工程技术中心

1 个，省部级及以上重点实验室 2 个；省级及以

上企业技术中心 7 个，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1

个，市级企业技术中心 11 个。

与 此 同 时 ，天 然 产 物 提 取 加 工 成 为 玉 溪

高新区生物医药产业的亮点。生物医药产业

转型升级过程中大力发展了生物提取产业，

依托烟草优势，对废弃烟叶综合利用提取茄

尼 醇 ，生 产 辅 酶 Q10 保 健 食 品 ；从 天 然 产 物

中提取制造食用香精香料、天然色素等食品

添加剂；大力发展迷迭香、露水草、三七总皂

苷 等 生 物 提 取 和 药 物 中 间 产 品 加工业；快速

发展芦荟产业、除虫菊生物农药产业，初步形

成天然提取物产业链，扩展了生物医药产业

领域。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科技日报讯（记者何星辉）在入选首批国家加工贸易产业园之后，11

月 23 日，贵州省贵阳综保区邀请贵州师范大学大数据专家，为园区企业

“问诊把脉”。作为贵州首个综合保税区，近年来，贵阳综保区以“强省会”

行动为引领，依托“大数据+人才”打造国家加工贸易产业园。

率先运行贵州省首个数字化跨境电商综合服务平台、探索“跨境电

商+旅游+大数据”发展模式、在海关监管区内首次创新进口商品“直播带

货”……近年来，借助贵州大数据发展的东风，贵阳综保区立足于“大数

据+人才”，以大数据产业发展促进人才和资源汇聚，加快国家加工贸易

产业园的建设。贵阳综保区所处区域物流便利，铁路、轨道交通、高速公

路、市域快铁等构建起立体物流交通网络，网上信息高速公路引领大数据

产业快速发展。为了形成进出口贸易及高端装备智能制造产业集群，贵

阳综保区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创新监管模式，吸引了不少加工贸易企业入

驻园区。

下一步，贵阳综保区将进一步加强“大数据+人才”赋能，让园区发展

插上高科技的翅膀，努力形成以电子信息制造、进境粮油加工、先进装备

制造为首位产业的加工贸易发展集聚区，力争打造成贵州省乃至中西部

地区最具特色的国家级产业园和高水平对外开放高地。

贵阳综保区依托“大数据+人才”

加快国家加工贸易产业园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