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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三三五五””末末，，医医疗疗器器械械产产值值有有望望破破百百亿亿
鼓励高端医疗器械研发，烟台在全省率先推出医药产品奖励措施

本报9月11日讯(记者 秦
雪丽 闫丽君 通讯员 夏天
棋) “2017医药创新与发展国
际会议”将于9月16—17日在烟
台召开，本次会议以“创新、合
作、投资、发展”为主题，综论医
药创新与发展的新趋势、新潮
流。本报深入烟台医药产业的
各个链条，展现医药风采。在产
业链接上，医疗器械生产和销

售占重要一环。据了解，去年烟
台医疗器械主营业务收入61亿
元， 到“十三五”末，医疗器械
总产值有望突破100亿元。为了
助力医疗器械产业集群发展，
鼓励高端医疗器械产品研发，
烟台在全省率先推出多项医药
产品奖励措施。

近年来烟台市医疗器械产
业发展迅速，现已成为一个产品
门类比较齐全、创新能力不断增
强、市场需求十分旺盛的朝阳产
业。据烟台市食药监统计，全市
现有医疗器械生产企业92家，
2016年完成工业总产值28 . 29亿
元，同比增长8 . 98%。医疗器械经
营企业现有1991家，2016年销售

总收入32 . 8亿元。值得一提的是，
2016年烟台市规模以上(产值2000
万以上)医疗器械生产企业12家，
完成工业总产值12亿元，净利润
1 .88亿元，纳税1 .02亿元。有4家医
疗器械生产企业先后挂牌上市，
2家企业获省级技术中心(实验
室)，7家企业被授予国家(省级)高
新技术企业。

“公司产品属于三类植入
无菌医疗器械，是高附加值、高
技术含量的医疗产品，主要包
括软组织修复系列和硬组织修
复系列两大类，迄今为止已上
市产品4个，正在临床试验阶段
的有3个产品。”烟台正海生物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

理沙树壮说，公司产品技术拥
有独立的自主知识产权，并建
立了覆盖全国所有省、自治区、
直辖市的营销网络，正海生物
的“海奥”品牌走向了全国。

为鼓励高端医疗器械产品
研发，烟台市在全省率先推出医
药产品奖励措施，对第三类医疗
器械中植入性医疗器械以及以
外的第三类器械完成临床试验
的，分别给予最高60万、50万元奖
励。另外，企业获得第三类医疗
器械注册证、生产许可证，在烟
台市生产销售的，自开始销售起
3年内，分别按该产品年销售收
入的3%、2%、1%给予奖励，3年累
计给予同一企业的奖励总额最

高不超过300万元。
在第三类医疗器械研发过

程中，企业申请创新医疗器械
特别审批并经国家食药监总局
审查同意，在上述奖励的基础
上，另给予60万元奖励。鼓励企
业积极申请国际国内认证，对
本市企业生产的医疗器械，通
过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
组织认证并实现出口的，每通
过一个品种给予一次性最高不
超过50万元的奖励。

据介绍，医疗器械产业发
展面临前未有的机遇和条件，
以每年不低于10%的增长率，力
争到“十三五”末，烟台市医疗
器械总产值有望突破100亿元。

喜迎医药盛会
再谱发展新篇

10日，《国寿魅力女性长
卷》港城首发仪式在蓬莱中国
湾酒店隆重举行，815名烟台旗
袍佳人登上80米长的映像长
卷。启动仪式举行后，旗袍长卷
中的110位佳丽齐聚一起，为大
家演绎了一场温婉、唯美、怀旧
的旗袍文化的视觉盛宴。

2017年4月中国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烟台分公司携手刘
冰先生，发起烟台国寿魅力女性
长卷拍摄活动，共有815位中国
人寿魅力女性客户受邀参与，将
美丽的倩影留在了最美画中人
的长卷里。经过3个多月的后期
制作，呈现出一卷815位佳丽共
同组成的长达近80m的画卷，欣
赏之后无不为之惊叹！

首发仪式上，中国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公司副

总经理李艳女表示，旗袍文化
是优秀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
分，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在
设计上充分地体现了东方女性
的风韵、优雅。此次，中国人寿
与“画中人”团队携手完美演绎

《国寿魅力女性长卷》，是中国
人寿针对于高净值客户增值服
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为广
大高端女性提供展现娴静、高
雅、独特魅力的舞台。

据介绍，中国影像行为艺
术《全球华人旗袍映象长卷》是
由天津电视台著名导演、主持
人、画中人全球联盟主席刘冰
先生主导策划与发起的，长卷
以蕴含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旗
袍为主题要素，展现中华女性
的卓越风采。活动自2014年2月
在天津开拍以来，至今已走进

中国40多个城市及海外6个国
家12个城市，约有39000多名海
内外旗袍淑媛参与拍摄，《全球
华人旗袍映象长卷》至今已达
19000多米，待拍摄完成后，将
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

《国寿魅力女性长卷》港城
首发仪式启动后，旗袍长卷中
110位佳丽齐聚一起，演绎了一
场温婉、唯美、怀旧的旗袍文化
的视觉盛宴。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烟台分公司旗袍长卷活动负
责人李仁超称，《国寿魅力女性
长卷》的拍摄和展览活动，一方
面是为中国人寿客户创造更好
的服务体验，延伸更优的服务
内涵。另一方面是通过搭建旗
袍文化交流平台，借助《全球华
人旗袍映像长卷》将烟台魅力

女性的美好印象展现在全球所
有人面前。

9月份中国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烟台分公司将举办第
二季《国寿魅力女性长卷》之

“走进画中 最美烟台”拍摄活
动，计划邀约800位国寿客户参
加拍摄，持续为国寿客户搭建
旗袍文化交流平台，共同打造
中国旗袍传统文化奇观。

绽绽放放优优雅雅魅魅力力 演演绎绎智智美美人人生生
《国寿魅力女性长卷》在港城举行首发仪式

王浩在莱州市和招远市调研时指出

着着力力引引进进培培育育大大项项目目和和好好项项目目
本报讯 9月10日至11

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浩
先后到莱州市、招远市调研重
点项目建设。他强调，烟台加
快新旧动能转换，实现创新发
展、持续发展、领先发展，最大
的优势在工业，最根本要靠项
目。要认真贯彻落实新发展理
念，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大力
引进培育一批产业关联度高、
财税贡献率高、支撑带动力
强、绿色环保的大项目好项
目，努力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和新旧动能转换上迈出坚实
步伐。市委常委、秘书长于松

柏参加调研。
在莱州市，王浩实地察看

了明宇重工扩建、鲁华液化气
钢瓶生产、神亚自动化设备及
充放电设备配件生产线、中海
港务油品储罐等项目和金仓
街道仓南村。他指出，莱州产
业转型升级面临艰巨任务，要
以环保督察为契机，拿出壮士
断腕的决心和背水一战的勇
气，彻底整治“散乱污”企业，
加快培育新兴产业和一批好
企业、好项目，促进结构调整
和产业升级；要认真搞好石材
产业发展规划，加强资源和环

境保护，推进园区建设，培育
骨干企业，打造知名品牌，切
实提升产品附加值和产业整
体竞争力。在招远市，王浩深
入烟台黄金职业学院、非煤矿
山职业实操培训基地项目现
场和辛庄镇东良社区，实地考
察技能人才培养和村容村貌。
他强调，创新是企业发展的不
竭动力，要加大各类人才培养
力度，着力开发一批市场占有
率高、技术和效益好的产品，
推动传统产业向中高端迈进；
要把产业发展与生态环保统
一起来，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加强环境保护和生态
修复，坚定不移走质量效益和
生态环保的发展道路。

调研期间，王浩指出，各
级要充分认识项目在全市发
展中的重要作用，牢固树立

“以项目看发展论英雄”的理
念，坚持一切围绕项目转、一
切盯着项目干，以重点项目
的突破带动全市经济社会大
发展。要抓住当前项目建设
的黄金期，全力以赴抓好在
建项目，积极推动未开工项
目尽快开复工，争取项目早
建成、早见效。要着眼长远、

高标定位，精心谋划明年重
点项目，明确标准要求，强化
支撑引领，工业服务业项目
主要看与产业的关联度，基
础设施项目主要看与经济社
会发展需求的匹配度，社会
民生项目主要看广大群众的
获得感和满意度，推动项目
层次结构、质量效益迈上新
台阶。各级各部门要大力发
扬“事不隔夜”的工作作风，
认真落实一线工作法，全方
位、高效率强化服务保障，千
方百计为重点项目建设创造
有利条件、营造良好环境。

本报9月11日讯(记者 秦
雪丽) 近日，每天一大早，一大
批身着蓝马甲、背部印有“北部
滨海开发”标识的工作人员在
朝阳、所城两街区的大马路、小
胡同，挨家挨户地敲门入户，进
行房屋评估调查，经过不懈努
力，截至9月10日晚上，朝阳、所
城两街区住宅房屋已有1724户
完成了评估。

这些“蓝马甲”是北部滨海

开发建设指挥部聘请的、来自5
家专业评估机构的入户评估员。
专业评估人员，按照与住户事先
商量的时间，敲响搬迁范围内住
宅房屋的房门，对房屋的主体价
格、楼房和院落里的装潢装修、
附属设施等项目进行实地评估。
据介绍，24个评估小组，每天要
敲响三四百扇房门。所有评估公
司必须在入户评估当日，对当天
的评估数据进行汇总，完成评估

报告。截至9月10日晚上，朝阳、
所城两街区住宅房屋已有1724户
完成了评估。

环芝罘湾区片共包括7个
项目，即所城里、朝阳街、会西
街、经伦街、环海路、北马路、一
二三四突堤项目。市委、市政府
成立了环芝罘湾区片建设指挥
部，组织统筹各个项目的工作。
7个项目中，前五个项目都由芝
罘区委区、政府牵头负责。芝罘

区委区政府成立了北部滨海开
发建设指挥部，与市里成立的
环芝罘湾区片建设指挥部合署
办公，负责组织搬迁工作。指挥
部在朝阳街、所城里分别设置
了搬迁部，以方便街区居民咨
询政策，促进后续搬迁工作顺
利进行。

据了解，朝阳(一期)、所城
历史文化街区改造将在10月底
前完成征迁，明年12月底前完成

修缮改造。会西街、经伦街和环
海路项目，将在9月底前划定建
设范围、提出规划条件，同步启
动征迁。

据介绍，目前仍然有一部
分房屋的房主始终无法取得联
系，请亲戚、朋友、租户联系告
知房主！北部滨海开发建设指
挥 部 ：朝 阳 区 片 搬 迁 部
6222068、6200786，所城区片搬迁
部 6200057。

朝朝阳阳((一一期期))、、所所城城两两街街区区房房屋屋入入户户评评估估调调查查过过半半
两街区将在10月底前完成征迁，明年12月底前完成修缮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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