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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 邵炯

随着医疗改革逐步涉入深
水区，医疗健康市场释放更多红
利；移动医疗、医疗服务、生物技
术、精准医疗等细分领域衍生出
无数投资机遇，这一市场在
2020年将增长到6万亿。

然而从去年医疗器械类上
市公司发布的中报可以看到，虽
然医疗器械收入增速在整个医
药制造业中相对较快，但医疗器
械行业收入总量占整个医药制
造业比重却较低。一些参加过
国际上医疗设备展览的业内人
也曾表示，自己都不逛中国展
区，“中国的产品通常只是抄着
国外的设计，还只抄个2/3，再报
一个1/2的价钱，所以大多数国
外客户杀过来就直接压价，我们
自己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毫无
竞争力。”这块蛋糕很大，为何大
多医疗器械企业却困于同质化
竞争？

跨界企业转型破局
南京赛佳原是一家传统服

装生产企业，曾经年销售额上
亿，但这几年随着服装市场的不
景气，公司的利润也日趋微薄。
塞佳也在积极谋求优化产业结
构。在一次商会考察中，董事长
房明华看中了南理工藏在实验
室“深闺”的一批研发项目。最
终双方决定联手研发婴儿医疗
器械。南理工专门派了一个7
人研发团队做技术配合，只花了
半年时间，第一个产品氧气浓度
调节仪就上市了。目前，赛佳已

经排定了6个婴儿医疗器械研
发计划，包括黄疸监测仪、呼吸
机等，预计明年全部上市。

杭州的汉度设计集团原来
只是单纯地做手机设计为主，在
2010 年市场受到 iPhone 冲击
后，开始将项目重点转向医疗仪
器设计，打拼至今，市场已经有
不少口碑上佳的产品。今年设
计的三款医疗器材——妇科扩
张器、妇科窥镜、获得了今年“最
成功设计”大奖。听诊器是内外
妇儿医师最常用的诊断用具，是
医师的标志。自 1816 年第一
个听诊器诞生到1817年3月8
日开始用于临床诊断使用，听诊
器已走过了200个年头，扮演着
医护系统中举足轻重的作用。

汉度设计董事长范育芳介
绍，他们的初衷是希望能创造出
一款便于使用的智能听诊器，不
受尺寸材质约束，良好的交互不
光方便医生使用，同时患者自己
也能够清晰使用，避免平凡奔波
于医院。

智能听诊器通过内置传感
器能对心肺的震动进行精确的
拾取，显示实时的心肺音图，并
且能对心肺健康状况给出实时
的提醒。也可以通过耳机实时
监听心肺的震动状态。设计上，
主体采用蝉型设计，恰当角度倾
斜设计使设备的抓握非常舒适，
使用时减小手腕的外翻角度，提
供良好的交互体验。按键的布
局业充分考虑手部人机工学，使
单手就能操控所有的功能，并且
有效的防止误操作。

智能听诊器采用创新性的

设计，用电子技术改变原有的工
作方式，优化操作方式，提高易
用性。“今天，时隔200年，汉度再
次发明了听诊器。”范育芳表示。

智慧医疗颠覆传统
智慧医疗是最近兴起的专

有医疗名词，通过打造健康档案
区域医疗信息平台，利用最先进
的物联网技术，实现患者与医务
人员、医疗机构、医疗设备之间的
互动，逐步达到信息化。在不久
的将来医疗行业将融入更多人工
智慧、传感技术等高科技，使医疗
服务走向真正意义的智能化，推
动医疗事业的繁荣发展。

在中国新医改的大背景下，
智慧医疗正在走进寻常百姓的
生活。智慧医疗由三部分组成，
分别为智慧医院系统、区域卫生
系统、以及家庭健康系统传统的
医疗器械和医院的商业模式或
将被全面颠覆据国泰君安研报
得，基于移动互联、穿戴式设备、
大数据等新兴技术与新商业模
式的结合正全面颠覆我们对医
疗的认知结构。

可以预见，医疗的各个细分
领域，从诊断、监护、治疗、到给
药都将全面开启一个智能化的
时代，结合商业医疗保险机构，
全新的医院、患者、保险的多方
共赢商业模式也在探索中爆
发，基于医疗大数据平台的诊
断与治疗技术也将把个性化医
疗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空间，
传统的医疗器械和医院的商业
模式或将被全面颠覆，定义为

“智慧医疗”。

青年报 沈旖旎

近日，上实集团与美国柯罗
尼资本共同出资的“WE+联合办
公空间”在浦江科技广场揭幕。
空间办公面积大约为1500平方
米，将近600平方米的景观大露
台是其亮点之一，后续将会为各
类活动的举办提供场地。

据了解，此次空间入驻团队
将以AR/VR领域为主，包括超幻
孵化器下的八个初创团队。这
是WE+与超幻孵化器在AR/VR领

域的合作，超幻孵化器的创始人
陈坚表示，此次八个初创团队均
主攻内容方向，致力于AR/VR内
容产业的发展。

实际上，超幻孵化器的团队
致力于内容的研发也是考虑到
诸多因素，不仅是硬件，更是产
业链问题。

超幻孵化器已与多个行内
企业签订合作协议，其中包括超
级队长、诺亦腾、乐相等。

此外，WE+的“WOW科技节”
也随之正式启动。本次科技节

作为系列活动，共分为两站，首
站的举办地点便是WE+的浦江
科技广场新空间。WE+邀请了
业内多个AR/VR团队，展示了全
息实验室、真人实时控制虚拟角
色的动态捕捉、多款VR游戏、三
维扫描、VR实时绿幕合成等多
人体验环节。

WE+创始人兼CEO刘彦燊表
示：“WE+浦江科技广场空间是
一次尝试，接下来在静安区的大
宁空间，也会有相当规模的面积
给到VR/AR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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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社会，网络科技发展迅
速，上海太太乐食品有限公司
从传统模式积极转型，努力参
与各类不同平台的搭建，确保
线下传统供货平台的同时，积极
开发网络及线下新平台。目前，
已与生鲜订购和配送一战式服
务网站“食行生鲜”和“亿厨生
活网”达成合作，实现资源共享、
合作互赢。

太太乐洞悉了新型网络终
端对于原本消费模式的冲击，在
多如牛毛的网络平台中，锁定了
优质生鲜宅配项目网络移动终
端“食行生鲜”与“亿厨生活网”，
这两大平台致力于为消费者提
供优质生鲜配送服务，可通过手
机应用、微信、官网、自助终端等
途径24小时不限时订购，以现
金、网银/支付宝、银联卡等多种
方式进行支付。

目前,太太乐已经与两大平
台协商正式达成合作关系，前期
用关注即送调味品等活动打响
知名度，并以在调味品界市场占
有率的优势带动两大平台的舆

论导向发展，短期内收获明显，
带动了平台的商品总销量。

为了顺应市场变化，实现良
性销售增长，太太乐积极贴近消
费者，以“发展新营销，向百亿目
标迈进”为总体思路，推广“十全
十美到终端”，促进新型网络营
销和创新型市场推广。

根据市场定位，将目前的消
费人群划分为三大块——4亿
大妈，4亿网民，4亿农民。针对
4亿大妈这群忠实粉丝，推出了
全国广场舞大赛；针对 4 亿网
民，在网络商城特别推出一款

“爱的礼盒”；针对4亿农民，除
了从 2007 全国 1680 个县城建
立产品终端和产品服务体系外，
还推出了“全国首届乡厨·农家
乐厨艺争霸赛”。

不管是网络终端平台还是
线下实物平台，都是现今社会必
不可少的营销手段。太太乐能
始终保持高市场份额的占有率，
正是倚重于独特的市场分析和
见解。

未来，企业将继续深化营销
新渠道，把更多“高品质，好滋
味”的产品带入到互联网平台。

巅覆传统 医疗企业跨界转型破局

WE+联合办公空间落户浦江镇

太太乐积极布局营销新渠道

■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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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定制色彩+——倍
安生活超级动漫小明星秀暨颁
奖典礼”在红星美凯龙上海沪南
商场举行。

在本次活动上，倍安生活的
首席执行官欧阳东平回顾了倍
安生活多年来的发展历程，除了
为大众提供优质的产品和卓越
的服务，更是通过公益将每一个

“小家”与天下的“大家”联系起
来，倍安生活在支持孩子绘出梦
想的同时，助力实现他们的梦
想。随后，红星美凯龙方面也在
致辞中表示十分支持公益事业。

历时两个月全国30多个城
市的分赛区决赛后，由专家评委
共选出10幅最佳作品，决出10

名才华出众的小画家也如数出
席了本次活动。小模特们天分
十足，分别变身为自己喜爱的动
漫偶像，完美演绎了动漫偶像的
迷人魅力，令现场的气氛变得热
烈无比。

一场梦幻且充满欢乐的动
漫秀过后，小模特又变回想象力
十足的小画家。当全国十佳小
画家领奖时，台下也响起了热烈
的掌声。

此前，人们一直好奇“到底是
哪个超级动漫会加入倍安生活的
大家庭呢?”随着“定制色彩+”仪
式的启动，万众期待的“芭比”娃
娃正式亮相，作为倍安生活首批
签约的超级IP授权，芭比元素将
融入到家具的设计中去，届时必
定掀起巨大的家具潮流!

超级动漫小明星秀在沪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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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内首条水性聚氨
酯医疗保健产品生产线在兰州
新区水性科技产业园建成并正
式投产使用，标志着我国水性
聚氨酯高分子材料应用技术在
医疗保健产品领域已取得成
功。同时，也意味着兰州新区
在科技创新工作方面取得了重
大突破。

位于兰州新区水性科技产
业园的兰州科天健康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作为甘肃省重点建设
的创新型环保高科技企业，在
《中国制造2025》的指引下，聚
焦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
医疗器械重点领域，深入推进
水性聚氨酯高分子材料的研发

与应用。
历经30余年的技术沉淀，

在水性聚氨酯高分子材料应用
领域实现了重大技术突破，成功
研发出厚度仅为 0.01 毫米和
0.02毫米的水性聚氨酯超薄避
孕套。

投产仪式上，作为中国水性
聚氨酯产业开拓者之一的王武
生教授分享了水性聚氨酯技术
在避孕套领域的创新历程及产
品优势。

和传统天然乳胶避孕套相
比，以水性聚氨酯为原料的避孕
套厚度是天然乳胶类产品的三
分之一，亲肤感强，导热快，能瞬
间提升舒适度；其次，从技术上
克服了天然乳胶避孕套自身材
质缺陷，大大提升了安全性。

水性聚氨酯医疗生产线投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