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业想来上海，最大动力是参与原始创新
生物医药“浦江论剑”，大咖详解热点话题

在新冠疫情极大催化全球对生命科学和

生物医药产业的关注之时，2021上海国际生

物医药产业周昨天开幕。围绕众多热点话题，

无论是普通人关心的新冠病毒、 肿瘤等健康

挑战， 还是政府与企业关注的产业发展与政

策走向， 行业巨头与科技大咖通过精心准备

的演讲，联手为与会者献上一场思维盛宴。

疫情阴影之下，研发有何
新进展

疫情是本次大会绕不开的重要背景，也

是能引起专家与公众共同兴趣的焦点话题。

面对持续作乱的病毒， 医学界在推进哪些新

应对？ 产业界将拿出什么新方法？

受邀率先登台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

介绍了中医药抗疫的新进展。他说，根据最新

研究， 中药抗击新冠肺炎的机理逐渐清晰起

来，概括地说，就是通过合理调节免疫应答，

既有效，又不过分。 目前，我国筛选出的抗疫

“三药三方”，其成分可以抑制病毒复制，同时

能预防“细胞因子风暴”，抑制患者转为重症，

保护器官不受损伤。

作为国内重要的核酸检测试剂厂商，上

海之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邵俊斌透

露， 目前已研发出全自动核酸检测设备———

除采样环节外，其他都交给机器人，从而实现

了24小时连续的无人化、自动化运转，检测效

率较以往有了数十倍提升。目前，该设备的上

市申请已由国家药监局正式受理， 一旦通过

审评投入市场，那么，未来一个城市就有可能

更从容地应对突发的大规模核酸检测需求。

面对病魔挑战，还能期待
哪些新药

生命科学是一个能不断创造奇迹的学

科。昨天，几位顶尖学者向外界介绍了生物医

药领域的几项前沿探索。值得一提的是，这些

成果并非高不可攀，事实上，距离造福千百万

人已经越来越近。

百济神州（北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创始

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王晓东说，诱导多能

干细胞、 也就是利用皮肤等体细胞克隆出具

有特定功能的细胞群， 已成为极有前景的方

向。该方法能创造出特殊的抗肿瘤免疫细胞，

由于源于病人自身肌体，因此，可以精准“杀

敌”。 王晓东同时宣布，他的一位同事已发现

了乙肝病毒受体， 揭开了病毒感染肝脏的谜

团。这一发现，为功能性治愈数以亿计的乙肝

病毒感染者带来了希望。

CAR-T（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免疫）疗法

是当前最火热的研究方向，其创始人之一、美

国科学院院士、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卡尔·朱

恩昨天也带来了激动人心的报告：9年前一名

因为白血病多次复发而生命垂危的小女孩，

在接受他的CAR-T疗法后，奇迹般地康复，并

健康生活至今 。 研究显示 ， 杀死癌细胞的

CAR-T细胞在病人体内安全、持续地存活了

10年之久。朱恩透露，他正在研究如何用更加

工程化的技术，大幅提高CAR-T细胞的生产

效率，最终希望能打造出一个自动化的“细胞

流水线”，让更多患者得到治愈的机会。

发展生物医药，我们做对
了什么？

中国和上海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强劲势

头， 受到全球瞩目。 昨天， 许多顶级药企的

大佬受邀到会发表演讲， 对我们在生物医药

领域取得成就的背后原因给出了有说服力的

分析。

阿斯利康全球首席执行官苏博科强调的

是“创新”。 他说，中国正迅速成长为科研强

国，上海作为中国生物制药聚集地，为阿斯利

康这样的企业提供了优沃的创新土壤。 顺应

这一趋势， 阿斯利康在近期升级了位于上海

的全球研发中心，将引入最先进的技术，并扩

大团队规模， 以进一步凸显上海在全球研发

网络中的重要地位。

勃林格殷格翰全球高级副总裁兼中国区

总裁高齐飞谈的是“环境”。他说，上海在营商

环境改革方面的进展让他们非常振奋。 事实

上 ， 在国内启动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

（MAH）改革之初，上海市政府就支持该公司

率先实现了MAH的突破，他们制造的一款肿

瘤药物在此后成功获批， 成为国内第一个由

上市许可持有人采用合同生产模式获批的创

新药。高齐飞说，此举大大坚定了外企对在中

国市场发展的信心。

摩根大通中国区首席执行官梁治文强调

了金融支持。他说，从2018年港交所出台生物

科技上市新规， 到2019年在上交所科创板开

板， 金融领域的改革不断点燃各方对创新药

的热情， 这为资本市场与产业界携手改善健

康、延长平均寿命留下了范例。

建设世界级产业集群，上
海还应如何努力？

作为本次产业周的东道主， 上海盛邀各

路嘉宾 “浦江论剑” 的一个重要目的， 就是

让他们为建设世界级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建言

献策。

在联影集团董事长薛敏看来， 世界级产

业集群一是要看规模，二要看能力。 一方面，

这样的产业集群， 必须达到千亿元甚至万亿

元级别；同时，必须涌现出足够多的世界一流

企业。另一方面，上海要更注重提升企业的创

新能力， 打造出一批具有世界级创新能力的

企业，并不断提升产业链的完备度。

罗氏制药中国总裁边欣说， 目前全球最

大20家制药企业中的18家、 最大20家医疗器

械企业中的17家， 都已在上海设立地区总部

或研发中心，未来，上海要进一步发挥好龙头

企业的作用，构建更高水平的开放格局，强化

前沿和源头创新生态体系， 更坚决地把中国

企业带向世界，将世界级企业吸引到上海。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所长李佳认

为，进一步集聚人才是最重要的。虽然目前人

才是上海的优势所在，但对标上海的目标，还

需要打造更加强大、坚实的人才底座，才能在

此之上构建出世界级产业集群。 李佳同时强

调， 吸引人才要靠强调原创，“有那么多企业

和人才之所以想来上海， 最大的动力就是希

望参与到激动人心的原始创新中。 ”

凝聚时光之美 致敬百年风华
上海市2021年老年节文艺晚会举行 于绍良致辞

本报讯 在全国第九个老年节即将到来之际，以“凝聚时

光之美 致敬百年风华” 为主题的上海市 2021 年老年节文艺

晚会昨天举行。市委副书记于绍良到会致辞，向全市老年朋友

致以节日问候和美好祝愿， 向老龄战线工作者和关心支持老

龄事业发展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和诚挚慰问。

于绍良说，中国共产党走过百年光辉历程，新中国 72 年

取得的辉煌成就，上海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都凝结着无数前

辈的智慧和汗水。广大老年朋友与时代同进步与城市共发展，

无论是青春岁月的激情奉献，还是老当益壮的积极作为，都值

得全社会珍视和尊敬。上海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发

展好老龄事业作为重中之重，努力让老年人笑容更多、获得感

更强。“十四五”时期，我们将以更大力度，发展普惠均衡、优质

多元、精准精细的养老服务，打造更多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

有所乐的平台舞台，加快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把老年人的事

办得更实更好。全社会要传承发扬优良传统，积极参与为老服

务，共同努力让所有老年人都有幸福美满的晚年。

市领导蔡威、彭沉雷、宗明、张恩迪出席。 晚会以人物访

谈、多媒体实景歌舞、小品、戏曲联唱等方式，生动展现了老年

朋友初心不改、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弘扬全社会尊老敬老爱

老助老的文明风尚。

政策效果如何？做个自然实验吧
三名学者因提出关于劳动力市场的新见解而共享202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瑞典皇家科学院昨天宣布，2021年诺

贝尔经济学奖授予戴维·卡德、 乔舒亚·安

格里斯特和吉多·因本斯3位经济学家，以

表彰他们在劳动经济学实证方法研究以及

在因果关系分析方面作出的贡献。 诺贝尔

奖官网在颁奖词中写道： 三位获奖者提供

了关于劳动力市场的新见解， 并展示了可

以从自然实验中得出关于因果关系的结

论。他们的方法已扩展到其他领域，并彻底

改变了实证研究。

想知道一款正在研究中的药物有没有

疗效？我们很自然会想到设计试验，通过对

比治疗组和对照组的数据得出结论。 而在

社会科学中， 许多重大问题也涉及因果关

系， 例如最低工资政策如何影响就业率水

平、接受教育的时间是否影响未来收入等。

从内核、方法到应用，今年三位获奖者

的研究可以说有着层层递进的关系， 他们

的研究表明， 可以使用自然实验来回答这

些问题， 关键是研究政策变化或偶发事件

对受到不同对待的人群的影响。

戴维·卡德 1956 年出生于加拿大， 毕

业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现为加州大学伯

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 他使用自然实验的

方法分析最低工资、 移民和教育对劳动力

市场的影响。 传统经济学认为， 提高最低工

资会造成劳动力市场上就业水平的降低。 从

1990 年代初期开始， 卡德的研究带来了全

新的分析和见解， 也就是提高最低工资并不

一定会导致工作岗位减少。 到了 1990 年代

中期， 乔舒亚·安格里斯特和吉多·因本斯又

在方法论上更进一步， 展示了如何从自然实

验中得出因果关系的结论 。 1960 年出生于

美国俄亥俄州的安格里斯特， 现为麻省理工

学院经济学教授， 他把自然实验的理念和方

法广泛应用到微观经济学领域 。 而因本斯

1963 年出生于荷兰埃因霍温 ， 现为美国斯

坦福大学应用计量经济学与经济学教授， 从

事计量经济学和统计学的研究， 研究重点是

开发方法。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院

长、金融学教授朱宁表示，卡德的主要贡献在

于对整个劳动力市场的分析， 而另外两位学

者的学术贡献集中在计量经济学， 也就是采

用工具变量来更好识别因果关系的方法，“这

更多是一个方法论上的研究贡献， 对于大量

的实证经济学研究是非常有帮助的”。

从减轻贫困到劳动力市场， 时隔两年，

经济学实证研究的方法论再次摘得诺贝尔经

济学奖。 对此， 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主席

彼得·弗雷德里克森表示： “卡德对社会核

心问题的研究， 以及安格里斯特和因本斯的

方法论贡献表明， 自然实验是丰富的知识来

源。 他们的研究大大提高了我们回答关键因

果问题的能力， 这对社会大有裨益。 他们的

方法已扩展到其他领域， 并彻底改变了实证

研究。”

事实上， 经济学家要从对过去数据的研

究中总结出结论，其中最为核心，也是高难度

系数的一步就是因果关系的识别， 而自然实

验的方法就成了一把宝贵的钥匙。

朱宁表示， 自然实验的方法就是通过引

入一个外部的冲击， 去识别两个事物之间的

因果关系。因为这个外部冲击，往往只会对其

中一个因素产生影响， 由此就可以区分两个

事物是不是真的有因果关系。 对于整个经济

学领域而言，自然实验是很重要的研究方法，

可以帮助学者得出更精准的经济学推论。

一版责编/张怡波 靳 玮
本版责编/李 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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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生物医药成为提升城市软实力的载体
张 懿

2021 上海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周昨

天开幕， 来自全球的顶尖科学家、 企业

家、 投资人和医务工作者将围绕生物医

药这一创新最活跃、 发展最迅猛、 与生

命健康关系最密切的领域展开思想碰

撞。 正如本次大会主题 “共济未来、 驱

动新生” 所表达的， 上海全力办好这次

大会， 就是要凝心携手、 同舟共济， 聚

全球之力共创美好未来， 并为我国乃

至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的驱动力。

生物医药被誉为永不衰落的朝阳

产业。 该领域的科技创新， 是强化国

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点； 同时， 该领

域的产业化能力， 也关系到经济高质

量发展与人民高品质生活。 而在新冠

病毒持续肆虐全球的大背景下， 生物

医药受到更广泛关注， 其社会价值和

影响力日益凸显。

全球遭遇疫情冲击的这一年多

来， 我们看到， 高质量的病毒检测试

剂、 疫苗以及药物， 其研发、 试验、 制

造以及分配的进度， 史无前例地牵动着

数十亿人的心， 从而使得这类创新能力

与产品， 成为一种极为重要的全球性公

共产品。 这种趋势预计会在未来持续演

进， 真正让前人关于 “21 世纪是生命

科学世纪” 的预言落地。 因此， 如果能

在生物医药领域形成强大的创新和产业

化能力， 既会让亿万人感受到光明与希

望， 也会给提供这一公共产品的国家和

城市的影响力、 感召力与认同度带来非

常正面的效应。 因此， 未来生物医药产

业有机会成为一条链接世界的纽带， 推

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

生物医药的 “链接” 作用还体现在

国际科技与产业合作层面上。 当前， 该

领域创新资源的整合重组频繁密切， 产

业界积极推动开放式创新， 巨头与初创

企业深入合作， 从而合理分担与控制研

发风险， 提高效率； 全球的资金、 人才

等也在快速流动， 优化配置， 从而让这

张跨国合作网络愈发强健。 上海在临床

资源、 创新人才、 产业基础、 金融服务

等方面具有优势， 理应成为这张创新网

络的重要节点， 生物医药也完全可以成

为推动上海进一步扩大开放、 服务融入

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

上海已将生物医药作为重点发展的

三大先导性产业之一， 全市在更广泛集

聚创新要素， 更科学健全创新体系， 更

积极培育创新主体的同时， 也在加快生

物医药产业的制度供给， 并充分发挥浦

东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引领区的引领作用和自贸试验区临

港新片区的制度创新优势， 推动规则规

制、 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 为生物医

药企业的发展提供更多阳光雨露。 从这

个意义上说， 建设生物医药高地， 也将

不断促使上海进一步融入与 “链接” 全

球经济， 对标最高标准最好水平， 持续

优化完善营商环境。

我们既要充分利用自身优势， 大力

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加快建设世界

级生物医药产业集群， 从而构筑不可动

摇的硬实力 ； 也要审时度势 、 开拓奋

进， 用好生物医药产业的 “链接效应”，

将其打造成为上海新的城市名片， 成为

提升城市软实力的重要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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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沈湫莎）与张江

“药谷”遥相呼应，上海西南正瞄准

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持续发

力打响“虹桥”品牌。 在昨天开幕的

2021上海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周系列

活动“2021上海（闵行）生物医药产

业创新峰会”上，最新揭牌的“南虹

桥智慧医疗创新试验区”和“浦江基

因未来谷”分别布局闵行一北一南，

吸引总投资超过20亿元的10个重大

项目现场签约。 同时发布的超千万

“真金白银”扶持政策与新基地共同

打出“组合拳”，助力生物医药产业

加速跑。

今年1-8月，闵行区规上生物医

药工业企业工业总产值190亿元，同

比增长26.6%，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工

业总产值增速的两倍。 继今年先声

药业、康方生物、正大天晴、迈安纳、

华大基因等近30个高质量重大项目

落地闵行后， 会上又集中签约了因

美纳、安睿迈博、贝壳社等10个有影

响力的生物医药重大项目， 总投资

超20亿元。 据悉，到2023年，闵行力

争实现生物医药制造业年度工业总

产值350亿元，生物医药产业营收规

模超过550亿元，上市企业6-8家。

据悉 ，闵行将深化 “3+X”产业

布局，加速建设面向长三角、服务全

中国、 链接全世界的生物医药产业

创新示范高地。具体而言，北部将发

挥虹桥枢纽的区位优势和新虹桥国

际医学园区高端医疗集聚优势，建

设虹桥生物医药研发总部功能区；

东部将建设浦江生物医药高端制造

功能区，规划“浦江基因未来谷”；南

部依托上海交通大学、 华东师范大

学， 发挥交大医疗机器人产业研究

院创新引领和转化医学国家重大科

技基础设施的辐射作用， 打造大零

号湾智慧医疗创新发展功能区。 同

时， 培育华东理工大学科技园梅陇

基地等“X”个面向生物医药成果转

化的特色基地， 推动生物医药产业

实现高端化、智能化、国际化发展。

“南虹桥智慧医疗创新试验区”

是上海市“1+5+X”新一轮生物医药

特色布局的产业承载区之一， 将重

点发展智慧医疗高端产品及国际医

疗高端服务等领域， 打造生物医药

产业与健康医疗、 人工智能与医疗

器械融合发展的示范基地， 建设生物医药产业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样板。预计到2024年，基地制造业产值将达350亿元。

“浦江基因未来谷”位于上海临港浦江国际科技城，已

纳入上海“1+5+X”生物医药产业园区范围，是闵行区重点

布局的“3+X”生物医药特色园区。 目前，园区已集聚了因美

纳、普洛麦格、之江生物、思路迪等一批国内外领先的基因

检测龙头企业。 预计到2025年，这里将集聚200余家基因相

关企业，打造集研发制造、总部运营、检测服务等全产业链

生态，实现基因相关产业营收100亿元。

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生物医药上海高地

阿斯利康全球研发中国中心启用
本报讯 （记者顾一琼）全球领先的跨国医

药巨头———阿斯利康，在沪设立的全球研发中

国中心昨天正式启用。 该研发中心位于静安

区，将深度参与全球新药研发，从研发管线布

局、研发策略制定，到全生命周期产品开发和

上市，覆盖肿瘤、呼吸、免疫、心血管、肾脏、代

谢、罕见病等领域；将通过自主研发与外部合

作模式，凭借中国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

的发展优势，加快本土创新药物开发，为全球

患者提供“中国造”优质医疗解决方案。

阿斯利康在中国的研发管线已有120多个

在研项目，昨天启用的全球研发中国中心的业

务重心，将从开展确证性研究、支持新药上市，

向更早期的基础源头研发拓展。 今年稍早前，

阿斯利康成立了转化医学团队和数字化与数

据创新团队，整体研发人员数量同比增长超过

20%；今年底，其中国生物分析实验室也将投

入运营。 阿斯利康相关负责人介绍，全球研发

中国中心将继续加大相关研究领域的前瞻性

布局，进一步利用生物分析、转化医学、人工智

能、大数据等助力全球研发，并与国内顶级医

学中心和科研机构以及创新企业等合作，共同

打造医药研发创新生态系统，拓展基础科研源

头创新，助力中国本土原创新药开发。

之所以落子布局于上海， 阿斯利康看中

的，是这里有产业的聚集、良好的创新生态、

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 以及不断拓展的产业

“朋友圈”。

阿斯利康全球执行副总裁王磊表示，上

海作为中国高新生物制药聚集地， 拥有优沃

的创新土壤，依托上海和长三角的区域优势，

全球研发中国中心将积极与研发领域更多主

体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助力更多在中国孵化

的本土创新产品加速落地， 助力上海打造世

界级生物医药产业高地。

不只是阿斯利康全球研发中国中心，今

年以来，BioNTech中国区总部等一批跨国药

企相继落户静安区， 使得该区域的生命健康

产业集聚度进一步提速， 生命健康产业数字

化、智能化、创新水平由此进一步提升。 静安

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对标《上海市战略性新

兴产业和先导产业发展“十四五”规划》，积极

培育发展生命健康产业、数据智能产业，聚焦

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新兴数字等重点，不断

优化制度供给，深化资源整合，增强高端产业

引领功能， 同时放大政策杠杆， 提升服务效

能，加快打造龙头企业集群，让产业集聚更快

转化为产出成果。

副市长宗明出席。

■本报记者 唐玮婕

■本报记者 张懿

超级大乐透第 21116 期公告
中奖号码：

04＋25＋28＋29＋35 03＋11

一等奖 2 10000000 元

一等奖（追加） 0 0 元

二等奖 73 190970 元

二等奖（追加） 20 152776 元

三等奖 216 10000 元

四等奖 507 3000 元

一等奖基金积累数： 11.52亿元

排列 5 第 21270 期公告
中奖号码： 6 7 1 3 8

每注奖金 100000 元

排列 3 第 21270 期公告
中奖号码： 6 7 1

直选每注奖金 1040 元
组选 3 每注奖金 346 元
组选 6 每注奖金 173 元

体彩公报

瑞典皇家科学院昨天宣布，将202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戴维·卡德、乔舒亚·安格

里斯特和吉多·因本斯，以表彰他们在劳动经济学实证方法研究以及在因果关系分析方

面作出的贡献。 图/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