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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热烈祝贺陈少雄同志当选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代表 

 

2、 会员单位复星医药 2017 年一季报发布 

 

3、李克强：大力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医疗服务 

 

4、两部门：2017 年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提高 30 元 

 

5、科技部：2020 年生物产业 GDP 比重将超 4% 

 

6、CFDA 批准 BMS 两款丙肝药上市 

 

7、罗氏、正大天晴主动降低药价，最高 47% 

 

8、盘点：全球最贵的 10个药物，最高 121 万美元/年 

 

9、我国组建两大健康医疗数据集团 促健康医疗数据产业规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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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祝贺陈少雄同志当选中国共产党 

上海市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代表 

4 月 5日下午，上海市工业经济联合会党委系统召开出席市第十一次党代会代表选举大

会。市工经联党委委员、党员代表共 111名代表参加大会，大会由市工经联党委委员、秘书

长李鹤富主持。市工经联党委书记、会长俞国生作了“市工经联党委酝酿产生市第十一次党

代会代表候选人的情况以及产生本次党代会会议代表的情况报告”，市工经联党委委员胡云

芳宣读了上海市委组织部和市经信工作党委的关于市第十一次党代会代表候选人批复意见并

介绍了二位代表候选人简历。 

大会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和差额选举，我协会执行会长、秘书长兼党支部书记陈少雄同

志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代表。                         （转到目录） 

 

 

 

会员单位会员单位复星医药 2017 年一季报发布 

2017年 4月 27日晚，中国领先的医疗健康产业集团上海复星医药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复星医药”或“公司”) 公布 2017年一季度业绩，公司整体运营保持良好。 

2017年第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38.80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20.29%;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人民币 7.38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6.3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人民币 5.18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20.05%。 

2017年第一季度，公司各项业务整体保持稳健增长，研发创新投入继续加大。2017 年 1-3

月研发费用为人民币 1.98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37.64%。 

此外，公司宣布为进一步加强内部融通，撤销“制药工业管理委员会”和“医疗服务管

理委员会”，由“上海复星医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和“上海复星医院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分别承接上述两个委员会的全部业务，并对现“医疗器械事业部”和“医学诊断事业部”进

行合并、新设“医疗技术管理委员会”，负责医疗器械领域和医学诊断领域的业务经营，实

现内部资源整合，加快公司发展步伐。 

复星医药表示，公司将继续推进“内生式增长、外延式扩张、整合式发展”的发展策略，

抓住医药健康及医疗服务行业的发展契机，注重创新研发持续加强医药研发投入力度，同时

推动公司内部资源整合与业务发展，进一步强化公司核心竞争力。（复星医药） （转到目录） 

 

 

 

李克强：大力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医疗服务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5月 3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提高中央财政自然灾害生活

补助标准、加快因灾倒损民房恢复重建；确定支持社会办医和健康旅游发展的措施，满足群

众多层次多样化健康需求；部署推动大中型商业银行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聚焦小微企业和

“三农”等提升服务能力。 

会议指出，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完善救灾补助政策，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

想的具体体现，是基本民生兜底保障的重要内容。会议决定，结合救灾工作实际和近年来物

价增长等因素，中央财政对台风和其他各类自然灾害应急救助补助实行统一标准，并大幅提

http://www.finance.hc360.com/


高补助水平，同时大幅提高因重特大自然灾害遇难人员家属抚慰金、过渡期生活救助和倒损

民房恢复重建的中央补助标准。上述中央补助资金由地方根据实际制定办法、统筹使用。针

对去年全国因灾倒损需重建的 15.7万户和需修缮的 48.7 万户民房，会议要求，灾区各级政

府和有关部门要在已做大量工作、目前大部分倒损民房已重建或修缮的基础上，继续加大力

度，用好资金、保证质量，确保年内全部解决去年因灾仍住在临时安置住所的受灾群众住房

问题，其中洪涝灾害倒损民房要在 9月底前全部完成重建。让受灾群众尽快走出临时安置状

态，步入新生活。 

会议认为，瞄准群众多层次多样化健康需求，推进医疗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

服务，大力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医疗服务，是深化医改、补上短板、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会

议确定，一要鼓励社会力量举办全科诊所和独立设置的医学检验、康复护理等专业机构，促

进有实力的社会办中医诊所、门诊部等跨省市连锁经营。吸引境外投资者合资合作兴办高水

平医疗机构。二要对社会办医实行一站受理、并联审批、网上审批。连锁经营医疗机构可由

总部统一办理工商注册登记。对符合规划条件和准入资质的社会办医不得以任何理由限制，

个体诊所设置不受规划布局限制。实行医师区域注册，促进有序流动和多点执业。三要围绕

提高社会办医服务质量，探索包容而有效的审慎监管方式。严厉打击租借执业证照开业、承

包科室、虚假广告、非法行医等违法违规行为。会议提出，要促进健康、旅游、养老等深度

融合，引导社会资本投入，鼓励开发高端医疗、中医保健、康复疗养、休闲养生等产品，加

快 

会议指出，普惠金融事关发展和公平，有利于促进创业创新和就业。按照《政府工作报

告》部署，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大中型商业银行设立聚焦服务小微企业、“三

农”、脱贫攻坚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普惠金融事业部，可以提高金融服务覆盖率和可得

性，为实体经济提供有效支持，防止脱实向虚。会议明确，大型商业银行 2017年内要完成普

惠金融事业部设立，成为发展普惠金融的骨干力量。按照商业可持续原则，采取专门的信贷

评审、风险管理、资源保障、绩效考核等机制，下放信贷审批权限，实行专业化经营管理，

严格落实小微企业贷款增速不低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户数和申贷获得率不低于上年同期水

平的要求。国务院相关部门要完善税收优惠、风险补偿、差异化监管等措施，并与促进“双

创”等政策相衔接，发挥财政担保体系对发展普惠金融的支持作用，合理提高小微企业、“三

农”、扶贫等业务不良贷款容忍度，对普惠金融业务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可在货币信贷政策

方面给予一定激励，支持商业银行完善服务网络。各项措施协同发力，用普惠便捷的金融服

务促进就业扩大、经济升级和民生改善。（中国政府网）                     （转到目录） 

 

 

 

两部门：2017 年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提高 30 元 

通知提出，2017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整

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巩固完善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有效发挥全民医保在深化医改

和建设健康中国中作用等部署要求，现就做好 2017年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含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门管理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工作通知如下： 

一、提高筹资标准，增强保障能力 

(一)提高财政补助标准。2017年居民医保各级财政人均补助标准在 2016年基础上新增

30元，平均每人每年达到 450元。其中，中央财政对西部、中部地区分别按照 80%、60%的比

例进行补助，对东部地区各省分别按一定比例进行补助。省级财政要加大对困难地区倾斜力

度，进一步完善省级及以下财政分担办法。按照《国务院关于实施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http://www.a.hc360.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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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财政政策的通知》(国发〔2016〕44号)要求，对持居住证参保并按相同标准缴费的按当

地居民相同标准给予补助。 

(二)强化个人缴费征缴。2017年城乡居民医保人均个人缴费标准在 2016年基础上提高

30元，平均每人每年达到 180元。各地要加大宣传引导力度，加强个人缴费征缴工作。按照

《关于进一步加强医疗救助与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有效衔接的通知》(民发〔2017〕12 号)，全

面落实资助困难群众参保政策，确保将特困人员、低保对象、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等困难人员

纳入居民医保和大病保险。 

二、加快推进整合，促进公平可持续 

(三)建立统一制度。各地要持续加大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工作推进力度，督

促指导统筹地区在省级规划部署的基础上，尽快研究制订整合制度具体实施方案。着力从整

合制度政策、理顺管理体制、实行一体化经办等方面，整体有序做好各项整合工作，平稳实

现城乡制度并轨，力争 2017 年基本建立城乡统一的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整合过程中，个

人缴费实行分档的统筹地区，最低档应不低于国家规定标准;将农村妇女符合条件的住院分娩

医疗费用纳入支付范围。 

(四)提升整合效应。要打破城乡分割，实施全民参保计划，做到应保尽保，促进连续参

保，防止重复参保、重复补贴、重复建设。均衡城乡居民待遇水平，保障基本医保待遇公平

普惠，增强群众获得感。提高统筹层次，增强医保基金互助共济和抵御风险能力，提升居民

公平可及、合理有序利用医疗服务的水平。充分依托现有经办基础，有效整合资源、实行一

体化运行，稳步提升服务效能。充分利用全民医保统一管理优势，更好地发挥在深化医改与

建设健康中国中的基础性作用，推动实现“三医联动”。 

三、完善大病保险，助力脱贫攻坚 

(五)实施精准支付。各地要落实中央脱贫攻坚战略部署，深入实施健康扶贫工程，聚焦

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等完善大病保险，加强托底保障。在提高居民医保筹资标准、按规定

落实困难人群个人缴费补助的基础上，合理确定大病保险筹资标准，增强大病保险保障能力。

加大大病保险向困难人员政策倾斜力度，通过降低起付线、提高报销比例等实施精准支付政

策，切实提高贫困人口受益水平。要完善大病保险委托承办合同，加强对商保公司政策落实

情况的考核与监督。 

(六)做好制度衔接。各地要进一步加强大病保险与医疗救助的有效衔接，注重在保障对

象与支付政策方面形成保障合力，加强减贫济困托底保障链条建设，有效防止因病致贫、因

病返贫问题发生。加强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经办协作，充分利用基本医保管理信

息系统，为参保人员提供“一站式”即时结算服务。完善大病保险统计分析，加强大病保险

运行监管，督促承办机构加强费用控制、严格基金使用和实现即时结算，并按要求报送运行

情况。 

四、强化管理监控，防范运行风险 

(七)完善服务监管。各地要以全面深化付费方式改革和推行医疗保险智能监控为契机，

从着力提高保障功能和控制费用增长相并重，强化医疗保险对医疗服务供方的管理监督。以

付费总额控制为基础推行按病种、按人头等多种方式相结合的复合付费方式，完善谈判协商、

风险分担、激励约束机制，促进定点医疗机构主动规范医疗服务行为和控制医疗服务成本。

以完善基本医保管理信息系统为依托，以实行医保医师管理为基础，探索监管重点向医务人

员服务行为延伸的有效方式，对定点机构医药服务行为通过事前提醒、事中监控、事后审核

实施全程实时监控，加大违法、违规、违约行为查处力度。 

(八)加强基金预警。各级经办机构要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建立健全基金运行监控管理机

制。统筹基本医保与大病保险，完善基金收支预算管理，健全基金运行分析制度，加强收不

抵支风险监测。加强定点医疗机构合理控制医疗费用监督考核，严格基金支出管理。建立健



全风险预警、评估、化解机制及预案，针对问题和风险，及早研判、综合施策，明确主体，

责任到位，防患于未然。 

五、加强宣传引导，稳定社会预期 

(九)构建良好氛围。做好 2017年居民医保工作，涉及群众切身利益，关乎社会稳定。各

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和财政部门要高度重视、密切配合，注重加强宣传引导和舆情监测，

准确解读政策，合理引导预期，做好风险应对。对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重大问题要及时向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报告。（中国新闻网）                             （转到目录） 

 

 

 

科技部：2020 年生物产业 GDP 比重将超 4% 

在全国社会发展科技创新工作会议上获悉，科技部日前印发《“十三五”生物技术创新

专项规划》。《规划》提出，到 2020年，我国将重点突破一批生物技术前沿成果，用生物技

术推动医药、农业、资源、环保等领域发展，生物技术产业在 GDP中的比重将超过 4%。 

合成生物、基因操作、类脑人工智能„„近年来，我国在生物技术领域发展迅猛，一大

批具有“突破性、颠覆性和引领性”的新技术应运而生。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司生物技术与

医药处处长张兆丰介绍，到 2020年，我国还将打造 10 到 20个产值过 100亿的生物医药专业

园区及 5到 10个产值过 100亿的生物制造专业园区，生物技术产业竞争力进一步提高。 

生物技术是 21世纪最重要的创新技术集群之一。《规划》显示，“十二五”以来，我国

生物技术领域进入了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

的重要时期，已连续 5年在论文发表量和专利申请量方面位居全球第 2位，仅 2015 年发表的

生命科学论文就达 8万多篇，申请生物技术专利 2万多件。 

然而，我国生物技术发展仍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规划》指出，我国原创性科学

发现和颠覆性技术缺乏，生物大数据应用、新一代基因操作等技术方向研究薄弱，生物资源

保护及挖掘不足，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型疫苗、抗体等生物制品的研发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不强，基础研究向产业化转化的效率亟待提高。 

张兆丰表示，针对这些薄弱环节，有关部门将坚持“聚焦重大、自主创新、超前部署、

引领跨越”，同时定下“新坐标”，努力实现本领域整体“并跑”、部分“领跑”。 

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司司长吴远彬告诉记者，“十三五”期间，在社会发展科技创新领

域，我国已形成包括国家社会发展科技创新总体规划在内，涵盖生物技术、医药健康、公共

安全、海洋、资源、环境等领域的“1+12”规划体系，为我国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进

入创新型国家行列提供了有力支撑。（新华社）                             （转到目录） 

 

 

 

CFDA 批准 BMS 两款丙肝药上市 

近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准盐酸达拉他韦片和阿舒瑞韦软胶囊进口上市，用

于成人慢性丙型肝炎的联合治疗。 

慢性丙型肝炎(CHC)是临床常见慢性严重传染性疾病，随着病情的进展逐渐发展为肝硬

化、肝癌。此前国内对 CHC标准治疗是聚乙二醇干扰素(Pegα IFN)联合利巴韦林(RBV)的方案。 

最近研究表明，口服直接抗丙肝病毒药物(DAA)在丙肝治疗中取得良好效果。达拉他韦

(Daclatasvir，DCV)和阿舒瑞韦软胶囊(Asunaprevir，ASV)是百时美施贵宝公司研发的 DAA

http://sbia.org.cn/dcman/news/0news_update.aspx?action=update&modelorder_id=0&PermCateId=13&id=1326&cateid=13
http://news.bioon.com/tags/%E4%BC%9A%E8%AE%AE/
http://news.bioon.com/tags/%E5%A4%A7%E6%95%B0%E6%8D%AE/
http://news.bioon.com/tags/%E7%9F%A5%E8%AF%86%E4%BA%A7%E6%9D%83/
http://xy.bioon.com/course_info/series_11.html


类药。达拉他韦(Daclatasvir，DCV)是一种选择性 HCV 非结构蛋白 5a复制复合体抑制剂，对

多个 HCV基因型/亚型具有高度特异性，对宿主细胞的毒性较低。此次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总局批准其与其他药物联合，用于治疗成人慢性丙型肝炎病毒感染。 

阿舒瑞韦软胶囊(Asunaprevir，ASV)是选择性丙型肝炎病毒(HCV)非结构蛋白 3蛋白酶抑

制剂。此次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准其与盐酸达拉他韦片联合，用于治疗成人基因 1b

型慢性丙型肝炎(非肝硬化或代偿期肝硬化)。此方案是一种不含有干扰素给药的完全口服给

药方案，适用于治疗基因 1b型慢性丙型肝炎(CHC)代偿性肝病成人患者，包括对单独应用干

扰素治疗或干扰素联合应用利巴韦林治疗不适合或不耐受的患者。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对盐酸达卡他韦片和阿舒瑞韦软胶囊提出了相关上市后监测

与评价要求，批准的药品说明书包括了使用说明和服用该药物的潜在风险信息。 

后续,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将继续加快审评口服直接抗丙肝病毒药物,推进此类

药物的上市。（医药经济报）                                             （转到目录） 

 

 

 

罗氏、正大天晴主动降低药价，最高 47% 

招标采购季，各省频频传来砍价成功、药品短缺的消息。有喜有忧，降低了药品的采购

价，也有部分药品的弃标退出局部市场。其中，一些药企主动申请降价的通知，就显得格外

醒目。 

据统计，2017年共有 3个厂家 5个品规的药品，申请降价。罗氏、正大天晴和比利时一

家药企。 

药企主动降低药价不太常见，但是，这种例子却多了起来。 

2015年，葛兰素史克宣布，在部分省份对乙肝抗病毒药物实施降价，计划降价幅度为

20-30%。降价药物为贺普丁、贺维力和韦瑞德。 

2016年 7月，在云南招标中，诺华雷珠单抗注射液的价格也主动从 9725元降至 7125元，

降价 2600元，幅度高达 26.7%。 

2016年 8月 25日，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宣布，即日起，其旗下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靶

向药物特罗凯将降价 30%。 

主动降价，或许是出于市场的考虑。比如正大天晴的甲磺酸伊马替尼胶囊，作为仿制药，

其定价要远低于原研的“格列卫”。凭借价格优势，其市场占有率有力冲击了原研药的市场。 

此次降价幅度达到 25 个点，减轻患者经济压力的同时，有望在销售上再进一步。降价换

市场，这倒是今年院内销售的主流趋势，或者是被砍价、或者是主动降价。 

但是，院外零售市场，却是涨声一片。一批药卖完，下一批价格就变了，在此前媒体的

报道中，不时传来药企涨价的消息。当医院药品降价时，零售行业大呼“药房怎么活下去”。 

对比之下，院内和零售市场有点背道相驰的意思。不过，当院内销售的药品价格下降时，

应该会拉低零售市场同类产品的价格。（赛柏蓝）                           （转到目录） 

 

 

 

盘点：全球最贵的 10 个药物，最高 121 万美元/年 

当 Biogen宣布其罕见病新药 Spinraz的第一年治疗价格为$750,000，后续每年治疗价格

为$375,000之后，立即备受市场批评。Biogen及其合作伙伴 Ionis股价下跌。Biogen 试图解



释这一定价，发言人 Matt Fearer表示：Spinraza的定价是经过“仔细考虑”的结果。在其

临床价值的背景下，与其他罕见病药物及疗法相比，Spinraza的价格合理。而且 Biogen 也需

要资金支持其他的研发项目。此后，尽管公众仍有不满，分析人士通过多方对话提高了对该

药物的期望。但是在公开讨论和政策背景下，定价问题依然存在，药品价格仍持续上涨。 

然而考虑到其他罕见病药物的价格甚至更高，Fearer 的确是正确的。由美国再保险集团

（Reinsurance Group of America）汇编的”世界上最昂贵的药物“排名十分明显的说明了

这个问题。此排名以批发采购成本为基准，数据来自各种专利数据库、学术出版物和在线研

究。这当然不是净价，它不包含折扣。但是，Spinraza 和其他罕见病药物的定价也不包括对

支付人的优惠。 

根据此类排名规则，名单中涵盖了一些人们比较熟悉的产品，比如排在第六位的是

Alexion的 Soliris，价格为$542,640。此外还有一些人们不太熟悉的产品。 

Glybera：121万美元/年 

在美国，UniQure将其用于脂蛋白脂肪酶缺乏症的治疗尚未得到批准。但其在欧洲的价格

最高达 100万美元。这是首个得到监管机构认可的基因疗法，并且处于有潜力的疗法的领先

位置。很多基因治疗药物价格高达 100万美元以上。支付人和一些专家担心这些药物的出现

会影响报销计划和定价机制，这可能会延长付款时间，将其与业绩挂钩，甚至证券化。制药

商提出了自己的支付计划，已经使 Glybera挣扎到目前为止赢得一些客户。 

Ravicti：$793,632 

尿素循环障碍（UCDs）的治疗是 Horizon Pharma在 2015年 11月以 11亿美元收购的

Hyperion的核心业务。当时，Hyperion对 Ravicti和另一种 UCD疗法 Buphenyl表示前景良

好。在 2014年的净销售中，Raficti达到了 9540万美元。到 2016年，该药物的销售额达到

了 1.51亿美元，远超过 2015年的 8700万美元。Horizon与瑞典 Orphan Biovitrium（SOBI）

合作，今年在欧洲市场上推出了此药物，并且正在为其拓展新适应症。 

Lumizyme：$626,400 

该药物用于治疗庞培病，这是一种酶缺乏症，每年大约在 4万例新生儿中有 1 例，全世

界患者有 5,000到 10,000人。赛诺菲在 2011年对 Genzyme 的收购中收购了此药及另一种庞

培病药物 Myozyme。赛诺菲宣布其去年全球庞培病治疗的销售额达到了 7.25亿欧元，但美国

未批准 Myozyme。美国销售额为 2.4亿欧元，即约为 2.57 亿美元。 

Carbaglu：$585,408 

Carcarlu用于治疗 NAGS缺乏患者的高氨血症，该药物由意大利制药公司 Recordati的罕

见病部门销售，Carbaglu于 2010年在美国获批上市，并于 2014年获得了孤儿药资格，用于

治疗有机酸血症。Recordati 还正在为不能使用口服制剂的患者开发注射制剂。

EvaluatePharma预计该药物 2016年全球销售额为 4800万美元。 

Actimmune：$572,292 

该药物在 2000年首次获得批准，用于治疗恶性骨质疏松症和慢性肉芽肿病，并且经过了

多次转卖，根据市场观察，这是其售价高达 50万美元以上的原因之一。由私募支持，制药商

Vidara Therapeutics在 2012年以 5500万美元从 InterMune 手中购得该药物。根据彭博社数

据，这笔交易之后，该药品价格在两年内上涨了 434％。 

此后，Horizon Pharma于 2014年以 6.6亿美元收购。2016年销售额增长到 1.04 亿美元，

相比 2015年的 1.07亿美元略有下降。12月，该药用于治疗弗里德赖希共济失调(Friedreich 

Ataxia)的临床试验失败，这是 Horizon希望开发的新适应症。Actimmune也有其他方面的戏

剧性历史：十多年前，InterMune 首席执行官 Scott Harkonen曾误导性宣传此药物，这一举

动使他获得 6个月软禁和三年缓刑。 



除了上述 5个药物外，排名前 10的药物还有 Soliris（$542,640，来自 Alexion 公司，

治疗非典型溶血性尿毒综合征[aHUS])；Alprolix（$503,880，来自百健，治疗 B型血液病；

Indelvion（$500,000，来自 CSL Behring，治治疗 B 型血液病）；Naglzayme（$485,747，

来自 BioMarin公司，治疗粘多糖贮积症 IVA型）；Folotyn（$450,540，来自 Spectrum 公司，

治疗外周 T细胞淋巴瘤）。（生物谷 Bioon.com）                            （转到目录） 

 

 

 

我国组建两大健康医疗数据集团  

促健康医疗数据产业规范发展 

中国健康医疗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4月 27日在京筹备组建，将承担国家健康医疗大数据

中心和产业园建设国家试点任务，成员单位包括神州数码控股、工商银行、中科院控股、中

国电信等１３家行业领军企业。这也是继中国健康医疗大数据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后，本月内

我国成立的第二支健康医疗大数据“国家队”。 

中国健康医疗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后，将率先与厦门等首批试点市洽谈签约，按照

“１＋７＋Ｘ”的国家试点总体方案要求，明确工作任务和时间节点，推动试点地区国家试

点项目早日开工建设，早出成效，为全国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模式，推动健康产业

尽快建设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 

国家卫计委副主任金小桃表示，国家卫计委牵头成立国家健康医疗大数据安全管理委员

会，负责组建和监督两大集团公司，以确保集团公司履行国家使命，建设国家试点项目，推

动国家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全国将建立 10至 15个健康医疗大数据的科研、开发、

创新中心，并联合清华大学、厦门大学等院校，建立若干个健康医疗大数据研究院。”金小

桃说，在国家健康医疗数据中心实现与所有省级平台的联通后，数据的上报、转运、授权、

分类、存储都将形成新的机制。 

健康医疗大数据是最重要的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关系国计民生。因此，两支数据集团

“国家队”均以国有资本为主体。中国健康医疗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的成员单位包括神州数

码控股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控股有

限公司、中国电信集团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等 13家行业领军企业和投融资

平台。而此前（４月 13日）成立的中国健康医疗大数据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成员单位则由中

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等４家

央企组成。 

目前，我国已建立了 14个省级人口健康信息平台、107个市级平台、572个县（区）级

平台；集中研发了 277项卫生行业信息标准，建立了卫生信息标准体系的基本框架；健康医

疗大数据应用已经在临床科研、肿瘤领域精准医疗、医学影像、医院精细化运营管理、科学

化监测评估等领域取得突破。（新华社）                                   （转到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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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有些人就是爱吃甜食？ 

众所周知，如果在我们的日常饮食中摄入太多的糖不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然而，为什

么有些人总是对甜食欲罢不能，而另一些人却觉得要吃不吃都可以呢？一项最新研究专门对

此进行了调查。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发出警告，许多美国居民摄入的糖过多，这可能会导致

一些主要的健康问题，包括心脏病、2型糖尿病和肥胖。 

然而，虽然有些人觉得不吃蛋糕相对比较容易做到，但对于其他人来说，可能就不那么

容易了。要让一个所谓的甜食迷放弃甜食真的是难上加难——但这是意志力的问题，还是可

以通过某种生物学原理来解释其对糖的狂热？ 

之前的小鼠研究已经表明，一种由肝脏分泌被称为 FGF21的激素，能够“抑制甜食摄入”。

同样，另一项在灵长类动物的研究显示，同样这种激素可以减少对甜食的渴望。 

在这样的研究背景之下，发表在《细胞代谢新陈代谢》杂志上的这项最新研究成果对 FGF21

是否对人类具有相同的作用且该激素的波动是否可以用于解释个体对糖的渴望进行了研究。 

来自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的生物科学助理教授 Matthew Gillum及代谢遗传学副教授 Niels 

Grarup带领研究人员一同完成了该项研究工作。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 6，500多名丹麦籍参与者。采用自我报告的方式收集参与者的新陈代

谢、生活方式和膳食摄入量等信息。 

研究人员还测量了参与者的血脂和血糖水平。除了这些数据之外，Grarup和 Gillum 还对

FGF21基因进行测序以期对该基因及其变异情况进行分析。 

研究人员发现，发生任何一种变异的个体经常吃大量甜食的几率增加了 20%。 

“这些变异与甜食摄入密切相关，”Gillum说道。此外，研究发现，这些变种与酒精摄

入量较多以及吸烟水平相关，虽然还需要更多研究来证实二者之间存在的关联。

(medicalnewstoday）                                                    （转到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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