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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汇点客户端

科技周刊
敬请关注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是我国区域协调
发展战略大棋局中落下的重要一子。长
三角如何做好健康一体化的“大文章”？
中医药高质量发展是“健康之笔”。作为
中国特色的卫生健康发展模式，实现高质
量才能发挥原创优势弘扬传统文化。院
士、国医大师等大咖齐聚首届长三角健康
峰会（溧水）暨中医药博览会并指出，科技
创新、教育先行、建立中医药多学科融合
的科研平台是实现中医药高质量发展的

“点睛之笔”。

主动担当作为，九成病患用中医药

博览会开幕式上，中华中医药学会会
长王国强表示，中华民族历经天灾、战乱
和瘟疫，一次次的转危为安，人口不断地
增加，文明得以传承，中医药做出了不可
磨灭的贡献。

他介绍，在这次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
疫情的阻击战中，全国中医药系统积极参
与，主动作为，敢于担当，中医药深入地介
入诊疗全过程，综合应用药物和非药物疗
法，使用率达到90%以上，在方舱医院的
集中隔离点对密切接触者普遍的配发中

药汤剂和中成药，总结形成了中医药早期
参与疫情防控和临床救治的补偿模式，对
轻热患者坚持中医药早期介入，及时治
疗，有效阻断了轻症转为重症和危重症，
成效突出。对重症患者，坚持中西医结
合，一人一策，对新冠疫情防治工作发挥
独特的优势和重要的作用。

此外，中医药对康复患者坚持综合施
治，有效地提升了患者的整体功能和心理
健康，及时总结和优化临床经验，形成了
覆盖医学观察期，以及轻型、普通型、重
型、危重型全过程的治疗方案，快速筛选
出疗效显著的“三药三汤”，充分发挥了中
医药多靶点干预的优势，为提高治愈率、
降低死亡率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为打赢湖
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乃至全国疫情的
防控阻击战，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长三角担起中医药创新大任

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
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
一，在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大局和全方位开
放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党
中央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

略的重大决策，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带来
了新的历史性机遇，为中医药事业的发展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王国强表示，传承是中医药发展的
重要根基，创新是中医药发展的生命
活力，振兴发展中医药既要遵循规律，
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发展中医药学科
的内涵，突出中医药特色优势；又要吸
收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和文明成果，创
新中医药的理论与实践，提高中医临
床诊疗的能力，发挥中医药的独特优
势和价值作用。

他认为，既要在挖掘和传承中医药保
护中的精华、精髓上下功夫，又要在加快
中医药科研创新上有作为，围绕国家战略
需求及中医药的重大科学问题，建立多学
科融合的科研平台，充分运用现代科学的
理论、技术、材料等，来深化中医药的基础
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和诠
释。鼓励多学科、多专业交叉融合，丰富
治疗方法，研发技术装备，提高科技含量，
推动中医药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切
实把祖先留给中医药的财富保护继承好、
发展好、利用好。

中医药高质量发展必须教育先行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学会会长陈亦江，
就“中医药管理引领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的相关议题，分享了他的看法。陈亦江认
为，中医药高质量发展必须教育先行，相
关院校教育必须要标准化，培养共性。而
在传承教育上，则必须要实行个性化教
育，要培养特色。想办法让中医药的理论
通俗易懂，让人易于学习。此外，中医里
的名医、名方、名技常常在民间，所以要别
具一格地发现人才，选拔人才。也因此，
对于中医药来说，既要守正，更要创新，中
医药才会具有长久的生命力。

“中医药的高质量发展疗效是关
键。”陈亦江说，中医药具有系统论、整
体观、哲学人文思想等优势，又因为西
医讲究抗、切、换，中医讲究补、通、
等，所以中医药具有治未病，治慢病，
治老病，治难病，治瘟病等特点。他表
示，早在东汉时期，张仲景就会心肺复
苏，华佗已能开颅治病，刮骨疗伤。中
医药对中华民族繁衍、生存、发展发挥
了重要的作用，也是对人类文明的重
大贡献。如何让中医药古老的方法焕
发青春，让其他科学家为中医药创新
服务，这是守正创新的关键。所以要
加大中医药方面的科学研究，继续实
现中医药现代化，我国屠呦呦获奖就
是典型案例。

本报记者 张 宣

推动长三角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科创“绘就”全民健康蓝图

卫生应急管理暴露短板与不足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在党
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全国人民打赢了疫情
防控战，从初期的混乱到后期的胜利，经
历了曲折的过程。与此同时，在重大疫情
防控方面，我国应急管理体系方面存在的
短板和不足开始显现和暴露。

“我国在应对传染病大流行的经验方
面，与欧美国家不同。”华中科技大学健康
政策与管理研究院方鹏骞说，欧美国家遭
遇新冠肺炎疫情是“百年一遇”，上次发生
在西班牙的大流感已经过去一百多年。
但我国在最近17年内先后经历非典、新
甲流、新冠肺炎3次传染病疫情。

“我们问题出在哪？整个医疗卫生
费用投入在增加，但是公共卫生的投入
在下降。”方鹏骞指出。根据“健康中国
2030”的目标，到2030年我国人民主要
健康指标要达到高水平国家，这对我国
应急管理体系中的公共卫生投入提出更
高要求。

“政府财政投入机制有待进一步优
化，政府对公共卫生和疾控投入‘重硬件，
轻运行机制和人才投入’。”方鹏骞举例，
此次疫情，政府加大卫生领域投入，但有
的地方还是扩大医院的规模和建立新的
医院，没有认识到应该投入到公共卫生和
基层卫生及疾病预防控制。

“对人才投入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
来。”方鹏骞提供的数据统计显示，在武汉
市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中，有30%的
卫生技术人员学历在本科以下，传染病防
控机构专业人员仅有72名，专业应急人
员仅有25名，无法满足服务武汉全市
1200万人的人口数量。

方鹏骞还表示，预防为主的理念在我国
社会有效落实还是不够，公共卫生在社会经
济生活中的地位不清，预防为主还是停留在
口头上。再者，重医轻防、医防分离、卫生应
急链碎片化现象普遍存在，在重大疫情发生
时未能发挥早期发现、早期救治、早期控制
的作用。针对重大疫情防控救治的地方法
规和部门规范性文件准备不足。

中医药应急防治有效率达80%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国各省第
一时间制定了中医药防治的方案，出台了
相关的推进中医药参与救治工作的时间
点。权威数据统计，今年1月20日，已有
省份制定出来中医药防治方案，到2月
17日，全国已有28个省份出台相应的中
医药治疗方案。从各个省份公布的数据
显示，中医药参与率和治愈率比较高。再
从中医有效率来看，截止到2月28日，大
部分的省份有效率都在80%以上，很多
都在90%，19个省份超过了95%。

“中医药参与防治的模式中，‘武昌模
式’非常亮眼。”北京中医药大学管理学院
院长李瑞锋介绍，“武昌模式”是指通过在
社区发放通用药方，对集中隔离人群和社
区密切接触者做到有效预防，避免交叉感
染。他说，此次中医药还“插”上了“互联
网+”的翅膀。由于患者体质不同，服用
中药的效果也不同；此次疫情中紧急开发
出手机APP记录患者服药数据，患者可
通过扫描二维码与专业医生对话，接受服
药指导，做到“千人千面”。

“中医药尚未全面纳入国家公共卫生应
急管理体系中，中医类医院在公共卫生应急
中相对缺位，中医药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方面
的人才队伍不足。”李瑞锋坦言，疫情刚扩散

时，所有的医护人员都“冲锋陷阵”，中医药
专家队伍更是拼尽全力，但是他们的功能定
位和权利责任无法体现在文件规定上，更多
的是随机性，没有建立起常态化机制；他建
议中医药纳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机制预案。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预案早已完备，
但这次应对依旧“手忙脚乱”，问题出在
哪？李瑞锋认为，目前指定预案大多都是
静态，没有“动”起来。“预案指定了要演练，
否则就是‘一纸空文’，我们缺演练。”李瑞
锋说，就算演练常态化，但是应急预案里大
多没有纳入中医药，更别谈演练实战。

中医药医疗机构到底有没有能力应
对卫生应急管理？在李瑞锋看来，在本
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中医药医疗机
构救治病人有部分缺位，在国家确定的
定点医院和发热门诊中，中医类医疗机
构较少。同样，中医类医疗机构缺乏救
治的充分条件，从专业角度出发，医院要
能够救治新冠肺炎患者，一定是具备多
学科救治团队，这一点在中医类医疗机
构也是短板。李瑞锋还指出，中医院医
护人员应对突发传染病的能力不足。以
武汉为例，第一个上报疫情的是中西医
结合医院的医生。“所有科室的医生都应
该具备急性传染病的防控意识。”李瑞锋
说，传染病遇到的第一道关卡在医院，要
守好第一道门。

期待多个机制体系出台，优化

应急管理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扩散，再次向我

们敲响警钟，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
体系，完善突发重特大疫情防控规范和应
急救治管理办法及预案，显得非常紧迫。
亡羊补牢，为时未晚。下一步棋怎么

“下”，专家学者提出应建立平战结合、医
防协同、机构协作、人才培养四个机制，完
善应急管理体系。

“疾病控制体系、公共卫生应急管理
体系和医疗救助体系是重大传染病防控
的三驾马车。”方鹏骞表示，应急管理体系
应该建立四个机制。他说，平时的应急演
习是为“战”时的疫情暴发做准备，疾病从
来没有完全靠临床去解决的先例。在医
防协同上必须让医院和疾病防控机构协
同合作，因为百姓看病去的是医院，所以
医院应该有天然的疾病防控的职责。在
人才培养上要将传染病的教育贯穿到整
个大学教育中，特别是公共卫生学院培养
的学生。

和李瑞锋的观点一致，方鹏骞同样认
为在这次疫情中，应急预案没有发挥很大
作用，包括方舱医院选址等，都是临时决
定。“过去的预案已经落后了，要重新科学
规划定制。”方鹏骞说。

“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也亟待改
革。”方鹏骞认为，公共卫生监督执法工
作需加强，涉及疫情上报、舆情响应等问
题时，谁上报谁响应都要明确。“这次武
汉成立了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委员会，并
作为市委市政府一级机构，统筹资源安
排。”方鹏骞举例说，政府可以引导建立
公共卫生机构、医疗机构以及政府相关
职能部门的定期协同、会商、协商和容错
机制。

李瑞锋则建议在公共卫生事件应急
管理体系优化中加入中西医结合要素。

“修订预案时要把中医药专家、队伍机构
纳入其中。建立联合制订诊疗方案、联合
查房会诊、联合救治病人的机制。”

本报记者 张 宣 仲崇山

如何优化公共卫生体系、应急管理 ——

应急预案需科学规划，更需“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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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医学与精准医疗是近年医
学界备受关注的热门领域。在长三
角健康峰会暨纳米医学与精准医疗
分论坛上，专家学者向观众科普这
一新兴治疗技术。

“纳米诊疗是把‘诊’和‘疗’通
过纳米结合在一起，诊是影像学诊
断，而影像学和‘疗’密切相关，它
可以指导治疗。借助纳米载体，把
诊疗结合起来，成为纳米医学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东南大学
张宇教授介绍说，纳米是更精准和
更个性化的治疗，可以实现将肿瘤
治疗像心脏病、呼吸性疾病、慢性
病一样治疗。

张宇说，纳米技术的发展已经
对医疗技术提升起到巨大推进作
用。“未来我们的病人躺在床上，静
脉注射纳米药物，大屏上可以实时
显示药物已经分布在病人全身的什
么位置、是否靶向到肿瘤以及病位
组织，有效指导、辅助治疗。”

他也提到了纳米技术与其他学
科的融合。“比如现在基因治疗需要
纳米技术提供载体、免疫治疗也需要
纳米技术协同，目前科技的发展是融
合：纳米技术也好，免疫技术和基因
的治疗技术也罢，未来可能是殊途同
归，都是如何更好解决肿瘤问题。”

张宇认为，未来医学的发展方
向非常明确，就是从分子的角度了
解疾病发生发展的机制，而纳米技
术不仅提供了可以看到的分子，还
可以从纳米药物设计的角度，干预
疾病。“纳米技术的魅力就在于他的
小，在很小的尺寸上观察生命，解决
生命的问题。未来纳米技术和生物
医学的结合、和生物学工程的结合，
会有非常广阔的天地。”他说。

新华报业全媒体记者 孔芳芳

纳米技术治病
有“绝招”

“中医兴起于农耕时代，落后于
工业时代，必将腾飞于信息化时代！”
在2020长三角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学术大会上，江苏省中医药学会副会
长、江苏省中医院党委书记方祝元教
授提出，在常态化疫情防控时期，医
院更应该大力发展数字化、信息化、
智能化，引领未来的发展。

方祝元介绍，互联网医院不但
可以完成在线挂号等功能，还设立
了云诊室，通过互联网的连接，医生
和患者隔空就可以完成问诊、开药，
网上支付后煎好的中药可以寄回患
者家中。互联网医院还设有远程会
诊功能，多次与远在国外的中医医
疗机构进行远程会诊，并现场进行
了医患双方线上交流问诊。在今年
的新冠疫情期间，通过远程会诊，医
院的专家曾对武汉的新冠肺炎患者
进行会诊，也通过远程会诊系统指
导海外侨胞进行抗疫。

“随着互联网医院建设的逐步
推进，系统的不断优化升级，越来越
多的患者选择互联网平台就医，尤
其是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医院实现
了门诊患者全预约，服务人次提升，
再造诊疗服务流程，最大限度减少
了患者在院的时间，降低交叉感染
的可能。目前，互联网医院的注册
用户已达140万，总预约人数385
万。从2月到现在，云门诊就诊量
达5.1万人次！”方祝元说。

新华报业全媒体记者 钱 鸣

中医药遇上
区块链会怎样

知道吗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淮安监管分局
关于颁（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淮安监管分局批
准，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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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务范 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

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
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批准成立日期：2011年12月14日
住 所：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水渡口大道20号金融中

心B1号楼
邮 政 编 码：223001
电 话：0517-89899118
发 证 机 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淮安监管分局
发 证 日 期：2020年9月24日

以上相关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www.cbirc.gov.cn）上查询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苏州监管分局
关于颁（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苏州银保监分局批准，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
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支行
机 构 编 码：B0004S332050051

许可证流水号：00580138

业 务 范 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

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批准成立日期：1994年08月20日

住 所：苏州工业园区旺墩路122号1幢主楼东座局部一至七层

邮 政 编 码：215028

电 话：0512—62788620

发 证 机 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苏州监管分局

发 证 日 期：2020年6月30日

以上相关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www.cbirc.gov.cn）上查询

根据《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
办法》及有关规定，经批准，连云港市凤
祥铭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51%股权
拟公开转让，现公开征集意向受让方。

一、产权转让参考价：23089.91万元
人民币

二、报名期限：2020年09月30日
—2020年11月17日

三、联系方式：
联系人:钱先生 丰小姐
电话：0518-85100969
详细情况请登录 www.lygcqs.

com网站或来电垂询。
连云港市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

2020年09月30日

连云港市凤祥铭居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51%股权转让公告

扬州市龙兴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机 构 编 码：32108875390242000

许可证流水号：0701393

营 业 地 址：扬州市江都区仙女镇华山路

606号

代 理 险 种：商业机动车辆保险、机动车交

通强制保险

有 效 期：2023年08月16日

发 证 机 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江苏监管局

发 证 日 期：2020年08月07日

扬州佳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机 构 编 码：32100056775613200

许可证流水号：0701445

营 业 地 址：扬州市邗江区扬子江北路荷叶

路（扬子江北路与西北绕城公

路交叉口东南角E5区）

代 理 险 种：商业机动车辆保险、机动车交

通强制保险、意外伤害保险

有 效 期：2023年09月15日

发 证 机 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江苏监管局

发 证 日 期：2020年09月21日

公 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扬州监管分局批准，换（颁）发《保险兼业代理业务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

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今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强调，“这是一次危机，也是一次大考。”

“要针对这次应对疫情中暴露出的明显短板，总结经验、吸取教训，

提高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和水平。”

如何提高能力与水平？在首届2020长三角健康峰会（溧水）

暨中医药博览会上，中医药领域专家学者围绕如何完善优化公共卫

生体系、应急管理各抒己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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