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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 1 个亿的“小目标”，让不少人唏嘘：0 都数

不清了，更别提赚到。

今年1个亿的“小目标”，愣是被捐掉了！还是被

一名普通的教授。

当我们回望 2021年，就不得不提一位名叫刘进

的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教授，他将成果转化的个人所

得1亿元捐出，用于培养更多合格的住院医。

年末岁尾，科技日报记者跟踪采访了刘进和他

的同事们，复盘“一个普通知识分子赚到并捐出 1个

亿”的全过程，划出“知识真能变成钱”的重点。

“我想把所有医生护士
从麻将桌上‘拽’下来”

成都，因慵懒的调调闻名于世。

宽窄的巷子、温润的气候、大小的茶房、打湿的

石板路、就地取材的竹椅……孕育出一种独特的文

化——成都麻将文化。哪里都能听到的“哗哩哗啦”

声，更成就了成都的慵懒。

“你们都知道的，以前成都打麻将是有点儿凶

的。”刘进说。

凶到什么程度？医院里的麻醉科曾被戏称

为“麻将科”。麻将牌的撞击声似乎有种“时间黑

洞”的魔力，牌桌一坐，乾坤往复。医生自然也不

能免俗。

刘进从事的麻醉领域，在手术中非常重要，压力

大、风险高。麻醉医师不是打一针让患者“睡觉”那

样简单，还要算命般地让麻药在手术全程“做好配

合”，整个手术中虽然不在台前“舞刀弄剪”，但必须

时刻在线，紧密关注患者心跳、呼吸等指标，调整麻

醉剂用量。高强度的工作之余，医生护士们免不了

“搓搓麻”，缓解工作压力。

二十几年前的场景仍历历在目，那时候很少人

想得到，离开麻将桌能做些什么。搞科研对于那时

的医生有些陌生：那应该是医学院教授们做的事，又

苦又没回报。即便是在国内排名数一数二的华西医

院，也还没有打通临床、科研间的“三八线”。

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刘进先一步意识到，搞研究

和搞临床不能“井水不犯河水”！

“我们国家需要很多新的产品，来为病人提供更

好的服务。”刘进说。好的产品需要研究者研究出

来，而好的服务需要医生去发现、去实施。

而医生护士们则可以“两者一肩挑”。刘进觉

得，再也找不到比他们更合适的人选了。刘进告诉

科技日报记者：“我想把医生护士从麻将桌上‘拽’下

来，把他们富裕的业余时间拿来做科学研究、做转化

研究。”

可是，用啥“拽”？作为主任，刘进从来没有想过

用行政职权通过部门规章的方式禁止业余时间从事

麻将活动。

吸引，刘进用了这个简洁的词，通过转化医学研

究、通过给研究者带来适当、合理的报酬和收入。刘

进相信一旦自己能够将转化医学研究做成“范式”，

将会产生巨大的吸引力，远远大过麻将桌的吸引力。

2003年，一笔可观的收入在华西医院引起了不

小的震动，那是刘进团队研究新药实现的第一次转

化收入。刘进回忆：“我的专利卖给一个工厂，卖了

200万元，2003年那会儿200万元还是比较多的。”

搞研究有“肯豁出命”
的劲头，企业才肯买单

200万元一个科研成果，想卖就能卖出去了吗？

当然很难。

从市场行为角度来讲，科研成果和其他产品的

买卖有相似性。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副院

长孙福全在其对产学研结合研究的论文中说：产学

研结合是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市场行为，大量

的产学研结合从自身发展要求出发，遵循市场经济

的规律，自主地选择合作伙伴，协商签订合作协议，

开展合作并分配合作成果。

“问题是，双方在合作中往往会遇到不少分歧。”

孙福全表示，创新能力不强的企业，对高校科研成果

抱的希望太大，希望直接“交钥匙”，而高校科技成果

很多还不够成熟，需要进一步开发。

这对矛盾根深蒂固，在“知识变成钱”过程中不

知拦住了多少团队。

双赢，刘进用了另一个简洁的词化解了这个矛

盾。“我们和企业合作的态度是双赢。”刘进换位思

考，“企业一旦跟我们签约，就要给我们很多钱，如果

搞失败了是血本无归。所以他们一定会确认新药是

不是有效，而我们一定要证明它是有效的。”

2020年 6月 14日，刘进团队“超长效局麻药”专

利签下 2.5 亿元超高金额合同。这项新药成果，刘

进团队前后进行了十余年的研究。就在转化协议

签订的头一个星期里，团队成员仍在完善新药落地

的试验数据。由于仍是临床试验前阶段，他们只能

用自己做实验。遵循严格的临床试验流程，团队成

员将自己“入组”，注射局麻药物后，进行严格的指

标采集、数据分析等工作，进一步证明药物的安全

性和有效性。

从明代的李时珍到现代的顾方舟，以身试药的

奉献精神多次出现在科研工作者的事迹中。在与市

场经济的碰撞中，科研工作者骨子里“肯豁出命”的

劲头、锲而不舍求真相的精神非但没有被稀释，反而

“好钢用在刀刃上”，用在了让好产品面向人民生命

健康上。

超长局麻药靶向精准、副作用小，更给力的是

“打一针管三天”，对于术后疼痛难忍的每年240万名

手术患者来说，非常好用。企业自然明白：好的产

品，市场需求明确，一旦上市将能产生巨大的价值。

买成果配服务，不做
“一锤子”买卖

关键的问题是，能不能上市？新药研发的上市

之路“九死一生”、历程漫长，一、二、三期临床动辄十

数年，投资数十亿。谁敢打包票一定能上市呢？

刘进团队的研究实力让他们有底气在签约现场

的演讲文稿中展示出这样一句话：“一期临床意义重

大，一般不会在二期、三期失败。”

这是一句戳中企业痛点的话。不论哪种科研成

果，投资企业都希望获得“一般不会失败”的许诺，这

意味着投资风险大大降低。

事实上，对于包括新药在内的很多产品来说，团

队很难做到企业希望的那样直接“交钥匙”（成果直

接上市），“一锤子”买断不切实际。

在直接上市和初期产品之间有另一条路——

共同研发、合作开发。根据长效局麻药的双方协

议，项目合作开发合同的金额为 2 亿元，并有 3%销

售收入提成。

与企业合作开发，刘进团队是有备而来的——

在很多人看来，获得专利，拿到可进行技术转移

的标的，在技术交易市场上交易，是研究团队进行科

技成果研发的目标。

刘进却有着不同的看法：“我们不是以突破专利

为导向的，而是以临床需求为导向的。”

以临床需求为导向，有什么不同？

对于新药上市而言，从实验室走向临床的过程

中，药物非临床安全评价（GLP）与临床评价（GCP）

都是新药研发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只有专业的体系

能力建设，才能够支撑自己的专利成果走完转化全

程，满足“临床需求”。

因此，除了申请发明专利，刘进领导的麻醉新药

研究与开发团队还不断加强科研成果合作开发的能

力建设。在临床研究方面，刘进领导的麻醉新药研

究与开发团队，承担了我国 80%以上麻醉新药的一

到三期临床研究。

与企业合作开发，整个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也是

有备而来的——

资料显示，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建立上下游结合

的完整“技术链”，例如接轨国际、获得美国FDA等多

个国际机构认可的国家新药安全性评价机构；承担

所有临床实验项目均一次性通过相关部门评审的国

家药物临床实验机构……

对于企业来说，与刘进签订协议同时意味着，后

续新药上市路上的临床试验、数据分析等工作将在

与国际接轨的国家平台上完成。用句大白话来概

括：买成果、配服务，而且是具有国际认可资质的专

业化服务。

事实也证明，“一般不会在二期、三期失败”的

说法绝非空谈。2021年 5月 24日，刘进团队转化成

果“注射用磷丙泊酚二钠”获批上市，成为我国 1.1

类新药。

超过 100 万的成果转
化，由这个委员会审议论证

让知识变成钱，将科技成果转化到百万元、甚

至超亿元，这在刘进所在的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并不

罕见。

2018年初，顶级医学机构美国梅奥医学中心提

出希望获得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人工肝”相关的两项专利技术，经过与美国专家的

艰苦谈判，最终以500万元和20%净收入提成的方式

实现了转让。

从2008年到2018年，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四川大

学综合性新药研究开发技术大平台的50多个创新品

种更是吸引了企业的 16亿元投资，并落地组建多家

公司推动进一步开发。

如此大的金额，如何论证、评估、认定呢？

2018 年 8 月的最后一天，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成

果转化部部长袁淑兰走进熟悉的会议室。即将召

开的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成果转化工作委员会第二

次会议要讨论的多项成果涉及的转化合同金额超

过 10个亿。

那时，距离 2015 年《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修

订落地已有 3 年，但大部分高校的实施细则还没

有推出。

成果出价多少？“创新红利”敢不敢发？出了问

题谁兜着？这些问题使得科技成果转化有些“剃头

挑子一头热”，政府的激励政策连连推出，有的高校

受困于细则制定的专业性踌躇不前，有的高校干脆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先观望起来。真正动起来的不

多，金额超过10个亿的转化合同更少。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专利法》《国有资产法》

《公司法》《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一个成果从

实验室走向市场，涉及到的法条林林总总，如何做到

处理得当、衔接适度？

这对于一个单位的管理能力提出了挑战。在

华西医院，与成果转化相关联的办法、规定等制度

文件约有 10 部。其中，《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九条激

励政策（试行）》（“华西九条”）和《促进科技成果转

移转化实施方案（试行）》（“华西三十六条”） 作为

纲领性文件分别明确了政策与具体措施。基于对

不同法条的深刻理解，华西医院的制度文件极力做

到细化、可执行、程序化。在转化办理流程需要提

交的文件、收益进入什么账户如何分配、成果转化

工作委员会的召开程序等一一作出清晰的规定。

细则规定，对于投资金额超过 100万元的成果，启动

成果转化工作委员会，负责审议、论证、评估、认定

的工作。前面提到的委员会会议上要讨论的不同

议题正是按照清晰的流程做好了前期的准备工作。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制度“矩阵”做到了制度健

全、流程完善、公开透明、高效决策，让科技成果转化

有章可循。在出台系列文件的同时，还同步推进机

构调整等系列举措，激发全院创新动力。

回过头来看，制度“矩阵”的建立费时费力，担着

风险，在具体制定时，制度建立部门与成果获益者并

非同一批人，大学和科研机构建立制度“矩阵”的动

力何来呢？

在促进产学研结合的关键问题中，孙福全强调

应落实现有政策，其有效手段之一正是“调整和完

善政府对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分类评价考核政策，引

导其建立鼓励成果转化和产学研合作的内部评价

考核体系”。

换句话说，政府之手要跟上。2016年，国务院印

发的《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

若干规定》中明确指出，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的

主管部门以及财政、科技等相关部门，在对单位进行

绩效考评时应当将科技成果转化的情况作为评价指

标之一。在此基础上，《关于加强三级公立医院绩效

考核工作的意见》2019年发布，其中将“每百名卫生

技术人员科研成果转化金额”纳入考核指标。意见

发挥了评价考核“指挥棒”的作用，敦促科研机构的

转化细则出台。

麻将桌撤了，麻醉科论
文数居全球第三

那些曾经围坐在麻将桌前的医生护士们，现在

如何了？

据介绍，在华西医院研发团队获得的专利费以

横向资金管理，每个团队有一张科研经费卡，成果转

化收益发放到科研经费卡，可以用于下一步研发的

投入，也可以作为绩效奖励发给团队个人。

对于转化收入，刘进明确表示除了捐款用于设

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发展基金外，主要用于三方

面的工作。“做了转化研究的收入，我们一般用于三

个方面，第一部分用于奖励确实花费了时间花费了

精力的研究人员，作为他们的工资、收入；第二部分

就是做今后研究的基金，发展基金。下一个研究有

想法了，但是还没有钱，前面转化的钱就可以拿出

一部分作为后面研究的启动基金。第三部分就是

用这个钱来雇更多的人，聘用更多的助手、实验研

究员。”

不难想象，在不断的资金注入、不断的创新研发

中，麻将桌再也没有了立足之地。

刘进捐出1亿元的新闻报道之后，有大数据团队

对华西医院麻醉科发表的论文做了统计，全球麻醉

科不到一年时间最新发表的1万篇论文中，华西医院

麻醉科的发表数量位居全球第三。

“我的团队里有很多研究人员是不赚钱的。”刘

进特别提到了基础研究者和临床研究者，做转化研

究赚的钱，必须要反哺到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中，让

他们能够潜心做科研，“他们虽然只花钱，不赚钱，但

是非常重要。”

刘进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给出了一组

数据：团队第一个专利的合同金额是 200万元，第二

个1000万元，第三个2000万元，第四个4500万元，第

五个1000万元，第六个2.5亿元、第七个5亿元……

“每个后面的项目能够继续下去，主要的资金来

源就是前面专利收入的结余。”刘进把这种可持续的

创新比作“就像滚雪球越滚越大”。

知识变成钱一旦可持续，1 亿元将只是第一个

雪球。

■运用市场机制，加大激励力度。“华西九条”规定，允许成

果完成人与医院事先协议约定职务科技成果的权属或股权比

例；成果完成人可在申请专利或专利技术成果作价投资前与医

院以协议的方式事先约定科技成果的权属或股权比例，并允许

成果完成人以个人名义占有股份。同时，原创成果通过转让或

许可取得的净收入，以及作价投资获得的股份或出资比例，医院

提取 80%—90%的比例用于奖励。

■通过明确的质和量的规定，“华西九条”明确规定原创成

果转化以后，对完成和转化作出重要贡献的人予以重奖。同时，

为他们争取最大的税收优惠政策；扩大横向项目经费使用自主

权，在保证完成合同任务的前提下，根据工作内容和合同约定合

理自主安排项目经费，不设置劳务费比例限制；办理结题后形成

的结余经费可用于持续研究，也可部分或全部用于绩效奖励；允

许和规范科技人员兼职从事科技成果转化活动。

■组建专业化转移转化机构和团队。华西医院为推动成果

转移转化，组建了成果转化部和四川西部医药技术转移中心，成

果转化部作为医院的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医院专利、横向课题合

同等的管理，对接医院、临床医生和研发团队；对外有西部医药

技术转移中心，它作为重要平台和对外窗口，配合成果转化部的

工作，对接政府、企业、大学机构和资本，提供技术转移服务。实

现了院内外信息和资源的精准对接，医、政、产、学、研、资、用协

同创新。

■搭建全产业链转化医学平台。华西医院已经搭建起了完

整的生物医药产业创新链、技术链与服务链，覆盖探索发现、临

床前研究、临床研究、评估评价、技术培训学术推广在内的各个

环节，技术转移团队全过程参与其中。

■加强政医产学研协同创新。华西医院人才通过引进培

养、搭建平台、整合资源、创新体制机制等方式加强政医产学研

协同创新。

■提升管理和服务能力。不断倡导新举措新做法，在政策

把关的同时，引导和鼓励科技人员增强科技创新意识、知识产权

保护意识、强化转化和社会服务意识，同时强化重点项目全过程

管理跟踪，提质增效。

助力成果转化

华西医院有大招

成果出价多少？“创新红利”敢不敢发？出了

问题谁兜着？这些问题在有的地方仍使得科技成

果转化难以落地，有的高校受困于细则制定的专

业性踌躇不前，有的高校干脆“多一事不如少一

事”先观望起来。

“知识变成钱”如何才能不是知识分子的奢

望，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实践值得借鉴。

一次捐出一个亿一次捐出一个亿
这位教授生财有大道这位教授生财有大道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刘进（左）正在给病人做手术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