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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杆看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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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载踔厉奋发，今朝再度扬帆。十年

来，江苏强化原始创新，支持创新药品研

发，培育壮大创新型领军企业，广纳海内

外人才，将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构建创

新联合体，优化产业发展区域布局，形成

了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生物医药产业区域

特色集群。

群雄逐鹿、万马奔腾，创新江苏正以

世界眼光、坚实内力，传递民生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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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4 日，位于苏州工业园区的信达生物

制药（苏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生物）宣

布，该公司研发的创新药物 PD-1 抑制剂达伯

舒获批，将用于胃及胃食管交界处腺癌的一线

治疗。达伯舒从而成为唯一获批用于中国五

大高发瘤种一线治疗的 PD-1抑制剂。

仅用 10 年，信达生物便建立起一条包括

32 个新药品种的产品创新链。在苏州工业园

区，有着许多像信达生物这样的企业，共同构

筑起生物医药产业的坚实基础。

在创新的春风里，苏州工业园区生物医药产

业从零起步，砥砺奋进，连续多年保持高速成长态

势，成为苏州“一号产业”（生物医药）的顶梁柱。

在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发布的“2021中国

生物医药园区竞争力排行榜”中，苏州工业园区拿

下了5个单项竞争力排名中的3项第一，其中包括

含金量最高的单项指标——产业竞争力的冠军。

高端人才驱动产业高质量创新

今年 4月，沙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沙砾生物）自主研发的 GT101注射液正式获

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临床试

验默示许可，成为国内首个获批临床的肿瘤浸

润淋巴细胞药物。

2020年，刘雅容在苏州工业园区创立沙砾

生物，致力于为中国及全球实体瘤患者提供最

优效的创新细胞疗法——肿瘤浸润淋巴细胞

TIL药物。

“园区宜居宜业的环境和对人才的各种

支持政策，对海归人才形成强烈的吸引力。”

在刘雅容看来，完备的人才链加速了企业的

成长，沙砾生物在短短两年内就完成了核心

架构的搭建，团队规模近百人，这让她创业信

心更足了。

2007年，苏州工业园区便启动实施科技领

军人才计划，历时 16 年，聚集了一批生物医药

领域的世界一流团队。以高层次人才团队为

引领，苏州工业园区集聚中外院士团队 20 个、

国家级人才工程入选者 93位、各级领军人才超

1000名，各级各类生物医药创新人才的总量已

超过 5万人。

完备的人才链驱动着科技创新和产业聚

变，使得苏州工业园区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连续

多年保持高速成长态势，产业创新成果竞相涌

现，各类高引领性产品迭出。

如今，在新药研发领域，苏州工业园区已

上市新药 18 个，包括信迪利单抗、卡瑞利珠单

抗、泽布替尼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磅新药；

累计获药物临床试验批件 590 张，其中一类新

药临床试验批件 484张，占比超 80%，66个项目

获国家重大新药创制支持。

在医疗器械领域，苏州工业园区已获二、

三类医疗器械注册证 1223张，其中三类医疗器

械注册证 378 张；累计 22 个产品进入国家医疗

器械创新产品审批“绿色通道”，其中 11个已获

批上市销售。分子诊断、植入介入高价值耗

材、高端影像设备等领域呈集聚效应，一批高

端产品打入海外市场。

优良创新生态催生创新成果

干细胞分化血小板作为全球新兴的尖端

领域，在临床、药物和其他社会领域均有巨大

潜在价值。

目前，全球有 3 家从事血小板体外再生产

业化的公司，苏州血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血霁生物）是中国第一家专注于该领域

的公司。2021年，刚刚成立的血霁生物便获得

了数千万元天使轮融资，其中，投资方之一的

苏州元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便是苏州工业园

区管委会控股的国有投资控股企业。

“我们致力于为民众解决血小板临床的刚

需，期待为产业带来不依赖献血的‘第二次输

血革命’。”血霁生物创始人朱芳芳博士表示。

创新生态越好，越容易萌发创新的种子、

催生创新的成果。多年来，苏州工业园区致力

打造一流的产业生态，叠加资源优势，促进融

通创新，成为滋养创新种子的“阳光雨露”。

“一款新药从研发到抗体生成、申报评估

等，要经历复杂的流程。正是有相关部门全程

跟踪辅导，让我们少走弯路，才能大大缩短时

间跨度。”信达生物首席科学家陈炳良表示。

如今，苏州工业园区已聚集超 2000家生物

医药企业，走出了信达生物、苏州康宁杰瑞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

限公司等一批明星企业，在园区科技创新引擎

的推动下，各企业正瞄准各自细分行业最前沿

的领域，不断追求突破和创新。

苏州工业园区科技创新委员会产业处副

处长王正宇表示，从全产业链角度，该园区将

会在人才招引、研发创新、产业化等方面持续

加大扶持力度，同时加强政策制度创新，破解

阻碍产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

风好正是扬帆时。在苏州工业园区 278平

方公里的土地上，已初步构建起集“人才、机

构、企业、项目”为一体的全方位创新产业生态

体系。2021 年，苏州工业园区实现产值 1177

亿元，继续保持超过 20%的增幅。

叠加资源优势，苏州工业园区“一号产业”再扬帆

“人工心脏是个非常小众的赛道，但当你

知道你在为人们的生命服务时，就会充满使

命感。”徐博翎是一位 80后“造心师”，说起自

己的“造心”事业，她无比自豪。

在德国亚琛工业大学心血管研究所期

间，她带领团队研究微创型右心用心室辅助

装置，其设计的装置获得德国和美国专利。

多年前，她学成回国，受聘担任苏州大学

教授，从事人工心脏系统设计及生机电系统

生理学研究。

多年后，她创立的苏州心擎医疗技术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心擎医疗）成功研发国内首

个体外磁悬浮人工心脏，用“心”守护生命的

最后一道防线。

坚定信念走出实验室
开始创业

2013 年，徐博翎进入苏州大学任职。但

她认为，不能光在实验室里“闭门造车”式做

研究，她迫切希望能实实在在地解决急重症

病人未被满足的医疗需求。

此前，国外仅有一家公司拥有磁悬浮体

外人工心脏技术，但该技术尚未进入中国市

场。随着中国医疗市场逐渐成熟，对于体外

人工心脏这样高度创新的医疗器械的需求越

发突出。

“我想救人，我要做出全国第一、能救更

多人命的人工心脏。”抱着这样的信念，她头

也不回地走出实验室开始创业。

凭借多年积累的知识和经验，徐博翎决

定创立心擎医疗，研发体外人工心脏。

救人是衡量企业价值
的终极指标

2017 年 5 月，心擎医疗正式落户位于苏

州科技城的江苏医疗器械科技产业园。

为了早日给在一线与死神搏斗的医生提

供得力武器，徐博翎带领团队仅用 3年时间，

就完成了国际同行 7年才完成的体外磁悬浮

人工心脏的研发。

“我们的产品就是要让患者活下来。能

救多少人是我们衡量企业价值最重要的指

标。”徐博翎说。

2021 年 6 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主任董

念国教授团队为一位 31岁的女性心衰患者施行了体外磁悬浮人工心脏辅助手术，

使其平安度过 12天，等到了心脏供体。

形如苹果大小、内有齿轮装置，齿轮中心包裹着磁悬浮装置，转速每分钟可达

4000 转至 6000 转，这个被形象地称作“蜗牛泵”的血泵，正是由该院和心擎医疗合

作研发而成的。“创伤小、恢复快、价格合理。让暂时无法适配到供心的患者等得

了、用得起。”董念国对这颗“人工心脏”的实用性给予了肯定。

创业是一场天时地利人和的较量

创业是一场天时地利人和的较量。公司创立之初，心擎医疗就得到了国仟医

疗科技（苏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仟医疗）的天使轮投资。

在医疗器械领域，人工心脏由于技术壁垒高，被称为心血管医疗器械“皇冠上

的明珠”。徐博翎说：“在其他地方很难找到可以看懂我们项目价值的投资机构，更

少有投资机构相信我们能做成。国仟医疗创始人张旭博士却看到了我们对拯救生

命的执着追求和前沿技术研发能力。”

“现在看来我是在对的时间、对的地方，和对的人一起创业。我们的快速发展

与苏州医疗器械产业生态息息相关。”在徐博翎看来，苏州高新区以医疗器械产业

为特色方向，打造上下游产业聚集高地，为心擎医疗的茁壮成长厚植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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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夏的江苏，来自生物医药领域的新进展

让人充满期待。

在南京，先声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科

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等机构合作的抗新型冠

状病毒候选药物 SIM0417，正推进新冠肺炎治

疗和密接预防的二期/三期临床试验。

在苏州，信达生物制药（苏州）有限公司宣

布，其与苏州礼来制药有限公司联合开发的创新

药物 PD-1抑制剂达伯舒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

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可以

联合化疗用于治疗胃及胃食管交界处腺癌。

在泰州，江苏瑞科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发布公告称，该集团的新型冠状病毒 mRNA

疫苗 R520A 获得菲律宾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的临床试验批准。

砥砺十年，昂首向前。地处创新资源丰

富、人才荟萃、产业链齐备的长三角，江苏面向

人民生命健康，将生物医药产业列入十大战略

性新兴产业和十三个先进制造业集群重点培

育，聚焦生物医药领域重大科学前沿或重大产

业前瞻问题攻坚克难，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大

中小企业融通创新。这里涌现出一批龙头企

业，区域发展特色明显。

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江苏的生物医药产

业交出“产值规模占全国 1/6、入选国家生物医

药产业园区综合竞争力前 50 强的园区数量连

续 5年居全国第一”的成绩单。

前瞻布局增强研发创新能力

“CAR-T 药物进入体内后可与 CD19 结

合发挥作用。我们开发了一款核素标记的多

肽探针，注入体内后能识别 CAR-T 药物，从

而动态监测药物与 CD19靶点的结合及药物在

体内的增殖。”近日，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广基向

科技日报记者兴致勃勃地谈起他和团队正在

进行的这项临床研究，此前，该团队利用探针

实现了在动物体内 CAR-T 细胞药物实时可

视化追踪。

2019年，王广基团队在江苏省科技计划专

项资金（前沿引领技术基础研究）重大项目的

支持下，启动了一系列研究，核素多肽探针就

是其中之一。借助项目资金，团队还建立起干

细胞药物 GMP 生产制备体系和早期成药性研

究平台，支撑并推动了两个干细胞产品向国家

药监局申报临床批件，并与南京大学合作完成

了一款高端制剂的成药性评价。

以创新驱动药物研发，江苏不仅为守护人

民健康提供了更多解决方案，也让更多的创新

药走出国门、造福世界。

前不久，前沿生物药业（南京）股份有限公

司研发的抗艾滋病长效新药艾可宁收到阿塞

拜疆卫生部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这

是继厄瓜多尔、柬埔寨后，艾可宁获批进入的

第三个海外国家。

在艾可宁诞生前的十余年里，该企业科研

团队在分子结构、多肽序列及化学修饰、作用

靶点以及在人体内的分布与代谢上，不懈攻

关。2018 年，艾可宁于国内获批上市，成为全

球首个获批的长效 HIV融合抑制剂。

新药研发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长期投

入、接续研发，只有把冷板凳坐热，才能取得突

破性成果。江苏省科技厅相关负责人介绍，近

年来，江苏在省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省科

技计划专项资金（基础研究计划自然科学基

金）等科技计划项目中，对于生物医药领域的

科研投入不遗余力。

“十三五”期间，江苏共获批创新药 15 个，

药 品 注 册 申 报 和 批 准 数 量 均 居 全 国 首 位 。

2020年生物医药领域专利申请量超万件、授权

量突破 5000件。

创新生态释放产业势能

近日，南京世和基因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世和基因）携手国内多个顶尖临

床研究机构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分子癌症》

发表了一项大样本量泛癌种早筛研究，研究中

使用的多组学液体活检早筛技术，不仅可以高

度区分早期癌症患者和健康人群，还能精准定

位患者的患癌部位。“目前，我们正在努力推进

泛癌种早筛早诊产品的研发和落地。”世和基

因创始人、董事长邵阳博士介绍。

自 2013年落地南京江北新区以来，世和基

因致力于高通量基因测序技术临床转化应用，

目前已在南京、北京、上海、加拿大多伦多等地

建有转化医学中心，并为江北新区推荐引进投

资基因生态圈企业 10余家。

在着力打造“基因之城”的南京江北新区，

这样的企业不胜枚举。企业增强创新活力，高

校院所支撑组建创新联合体，江苏的生物医药

企业正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企业坚实的研发实力，在吸引产业链企业

集聚的同时，也吸引了资本的关注。今年 3月，

每隔三四天，江北新区的南京生物医药谷就会

有一家企业宣布获得融资。在江苏的 600多家

上市企业中，在国内上市的生物医药企业已超

60家，排名全国前列。

创新之道，唯在得人，对于生物医药领域

高水平创新人才，江苏端出“福利包”。对于世

界一流顶尖人才和团队，江苏最高给予 1 亿元

项目资助，对生物医药领域稀缺人才，江苏在

省“双创计划”中开辟专门申报渠道并给予倾

斜支持。

7月 10日，在 2022年苏州国际精英创业周

暨第三届苏州科学日活动中，中国科学院院士

陈子江团队获颁苏州市顶尖人才团队。这支

从事辅助生殖研究的团队去年才被苏州南京

医科大学创新中心（以下简称苏州南医大创新

中心）引进，前不久已获得 8500万元融资。

“吸引人才团队到中心创业后，我们会为

他们提供研发经费支持、公司运营指导、项目

申报指导、项目融资贷款指导、办公研发场地

及人才落地等配套政策支持。目前中心已经

引进研发团队 10个，孵化 8家项目公司。我们

希望吸引更多的人才，让更多的研究成果融入

生物医药产业链。”苏州南医大创新中心副主

任闻洋说。

在江苏，创新链与产业链融通的背后，是

一系列制度支撑。近年来，江苏组建生物医药

产业强链专班，出台促进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

发展的若干政策，从产品开发、审评审批、生产

制造、应用推广、引才育才、产业生态、激发产

业创新活力、强化技术支撑能力建设等方面构

建产业创新高地。

创新平台为企业研发“强基”

江苏各地生物医药产业各有千秋：南京形

成了以新兴生物药、基因分子诊断试剂、植介

入创新医疗器械、精准医疗为特色优势的生命

健康产业体系；苏州的生物技术、新型疗法等

领域加速发展；泰州形成了疫苗、抗体药、诊断

试剂及高端医疗器械等重点产业集群……

这些产业高地何以“木秀于林”？公共服务

平台可谓中流砥柱。“一些药物分析设备往往昂

贵且使用频率不高。因此，对于初创型和中小

型生物企业来说，专业仪器设备是一笔很大的

开销。江北新区搭建了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和产

业转化平台，开放共享仪器设备，帮助企业开展

临床前药物研发必需的药物发现、筛选、药效、

药物毒理、药物代谢、质量研究及稳定性等检测

分析，也为科创型企业节省了购买设备的资

金。”南京江北新区生命健康产业发展管理办公

室副主任徐守苗介绍，平台建立后，已累计服务

超千家企业，包括已上市的南京药石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南京传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及 30

多家估值10亿级的生物科技公司。

泰州医药高新区先后搭建了疫苗工程中

心、药物安全性评价中心等 21个公共技术服务

平台，提供药物筛选、药学研究、制剂研究、中

试放大等专业服务。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

如何实现从生物医药大省向强省的迈进？在

江苏省科技战略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张华看来，

“在技术供给方面，需聚焦生命科学基础前沿

技术进行体系化布局，实现生物医药研发基础

技术的自主可控；在成果转化方面，需建立符

合医药行业特征的技术转移队伍和成果验证

载体，构建从药物发现到临床试验的全产业链

转化医学平台，提高科研人员的成果转化收益

比例；在生态构建方面，需推进医工、医药、医

教协同，支持产业界联合高校院所联合开展具

有高风险、高投入、回报收益周期长的创新药

械研发项目，引导‘耐心资本’注入医药行业。”

江苏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生物医药产业

发展的战略支撑，坚持“四个面向”，紧扣产业

发展急需，江苏的生物医药产业正走向质效提

升、生机勃发。

多维发力孕育“生”机
江苏生物医药产业成绩亮眼

苏州心擎医疗技术有限公司科研人员在对苏州心擎医疗技术有限公司科研人员在对
人工心脏装置进行检测人工心脏装置进行检测 苏州高新区供图苏州高新区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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