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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最大规模动保研发中心在张江启用
勃林格殷格翰再次加大在华投资力度
■本报记者 杨珍莹
昨日，全球第二大动物保健公
司勃林格殷格翰宣布，再次加大在
中国投资力度，所扩建的勃林格殷
格翰全新亚洲动物保健研发中心
（以下称亚洲动保研发中心）正式启
用。该中心位于张江高科技园区
内，是目前动保领域亚洲规模最大，
同时也是国内投资规模最大且具备
国际一流研发实力的综合性动保研
发中心。
记者了解到，新亚洲动保研发中
心投资总额将达 1900 万欧元，总面
积 3300 平方米。目前，由包括 8 名外
籍专家和 19 名“海归”博士组成的领
衔团队，共计超过 110 名科研人员在
研发中心工作。

将持续加大在华投资
勃林格殷格翰在 2017 年取得了
非常瞩目的成绩：所有业务的净销售
额均实现增长，净销售额近 181 亿欧
元。其中，中国净销售额取得两位数
的强劲增长。
去 年 ，筹 建 4 年 之 久 的 勃 林 格
殷格翰中国生物制药基地在张江投
用。作为跨国药企在华建立的第一
个且唯一具有国际标准的生物制药
基地，该基地第一期投入超过 7000
万欧元。
据勃林格殷格翰方面介绍，在
过去 20 年中，勃林格殷格翰在中国

投资总额超过 2 亿欧元。2017 年至
2022 年 公 司 计 划 投 资 1.5 亿 欧 元 。
其中就包括在动物保健领域的投
入。
2017 年 1 月起，梅里亚正式成为
勃林格殷格翰的一员，两家领先的动
物保健企业强强联手，让勃林格殷格
翰成为全球第二大动物保健企业。
“目前公司是中国生猪、家禽和
宠物产品的市场领导者，在华布局
广泛，涵盖从研发、生产到销售的完
整价值链。随着梅里亚的加入，我
们综合实力不断扩大，所以再次加
大对中国市场的投入。”勃林格殷格
翰执行董事会成员及全球动物保健
业务负责人韩士迈说，
“ 新亚洲动保
研发中心的启用是公司动物保健业
务在中国发展的又一个重要里程
碑，它进一步增强了我们为中国客
户提供全价值链服务的实力。”
今年 3 月，勃林格殷格翰宣布在
陕西西安设立猪口蹄疫疫苗合资企
业，预计于 2021 年正式投产。此外，
投资 1600 万欧元、面积 8000 平方米
的泰州动物试验中心也正式投入运
营，它将作为勃林格殷格翰亚洲动保
研发中心的组成部分，为研发进行动
物试验。目前，亚洲动保研发中心的
整体累积运营投入已高达 1.25 亿欧
元。

中心已有30个在研项目
亚洲动保研发中心于 2012 年 3

上海首家精准医疗
专业委员会在浦东成立

勃林格殷格翰全新亚洲动物保健研发中心昨日启用。
□本报记者 杨珍莹 摄

月首次投用，是跨国药企在华成立
的第一个综合性动保研发中心。
此次勃林格殷格翰加大投入，扩建
亚洲动保研发中心，显示出勃林格
殷格翰“根植中国，服务中国”的决
心。
“作为勃林格殷格翰全球研发布
局欧美亚三大中心之一，亚洲动保研
发中心汇聚了国内外行业顶尖的科
研人才，并拥有世界一流水平的研发
能力，这里的配置都是顶尖的。我们
将借助于公司世界领先的全球研发
体系，研究和开发适合中国及东南亚

市场的创新动物疾病防控解决方
案。”亚洲动保研发中心负责人袁世
山表示。
记者了解到，目前，新启用的亚
洲动保研发中心已有近 30 个在研
项目，其中数个项目处于后期开发
阶段。未来两年内，研发中心有望
推出高达 5 个针对中国市场的创新
疫苗产品。就在近期，由亚洲动保
研发中心自主研发的针对家禽传染
性支气管炎的两款创新疫苗产品支
益灵（NNA）和倍支灵（LDT3-A）刚
刚上市。

本报讯 （记者 杨珍莹）昨日，上海市生物医药行业协会
精准医疗专业委员会在浦东张江正式成立，该委员会将携手
多方，
共同推动上海精准医疗的发展。
精准医疗专业委员会由上海生物信息技术研究中心、中
山医院、上海国际医学中心、上海吉凯基因化学技术有限公
司、上海芯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摩根谈国际生命科学
中心有限公司、上海伯豪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等 15 家单位组
成。
中国目前大力推进精准医疗方式，
其本质是通过基因组、
蛋白质组等组学技术和医学前沿技术，对于大样本人群与特
定疾病类型进行生物标记物的分析与鉴定、
验证与应用，
从而
精确寻找到疾病的原因和治疗的靶点，并对一种疾病不同状
态和过程进行精确分类，最终实现对于疾病和特定患者进行
个性化精准治疗的目的，
提高疾病诊治与预防的效益。
“精准医疗是以个体化医疗为基础，随着基因组测序技
术快速进步，以及生物信息与大数据科学的交叉应用而发展
起来的新型医学概念与医疗模式，这也决定了精准医疗的发
展离不开产学研医的互动推进。”上海生物信息技术研究中
心主任兼首任专委会主任李亦学表示。
据了解，精准医疗专业委员会将着重调查研究、积极向
政府及有关部门反映企业诉求，参与相关法律法规、宏观调
控和产业政策的研究、制定，参与制定修订本专业领域标准
和发展规划、准入条件等，以完善行业管理，促进行业发展。
精准医疗专业委员会还将推动会员单位之间的技术合作，促
进行业技术进步和管理水平的提高，以推动生物医药技术成
果转化、产业化和应用。

起点国际上线一周年
累计访问用户超 1000 万

上海首次向外资车企发放智能网联汽车测试牌照
本报讯 （记者 王延）记者日前
从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获
悉，上海市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
推进工作小组同意向宝马（中国）服
务有限公司颁发两张智能网联汽车
道路测试牌照。
上海成为国内首个为外资汽车
企业颁发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牌
照的城市。
据介绍，宝马汽车目前在上海、
北京、沈阳三地进行研发布局，已经
形成完整的、以客户为导向的和面
向未来的研发体系和能力，其中位
于上海的自动驾驶研发团队有超过
60 位的专业人才队伍。

宝 马（中 国）服 务 有 限 公 司 此
次申请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的
车 辆 为 BMW 7 系 ，属 于 高 端 豪 华
车型，在自动驾驶系统感知、决策、
控制以及系统安全机制方面有完
善的技术方案，达到较高自动驾驶
级 别 ，已 在 国 家 智 能 网 联 汽 车（上
海）试点示范区封闭测试区进行了
为期一个月的智能网联汽车实车
检查及试验，测试项目整体通过率
超过 99%。
宝马官方发言人表示，自动驾
驶研发至少需要达到 2.5 亿公里的
测试（其中包括计算机模拟测试和
实际道路测试），并通过分析测试获

得的基础信息，最终使用随机模拟
对这些情况进行推演，以提供全面
的验证，才能保障量产自动驾驶车
辆的行驶安全性。目前，宝马集团
已经在中国累计完成了接近 3 万公
里的路试（由车内安全驾驶员实时
监控的封闭道路及指定的公共道
路），以及 20 万公里的计算机模拟
测试，从而更好地为实际路试做准
备。
上海市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
推进工作小组由上海市经信委、公
安局、交通委三部门组成，在全国率
先制定了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管
理办法并颁发了首批测试牌照。3

月 1 日正式颁发首批 3 张测试牌照以
来，上汽集团、蔚来汽车分别开展了
近 40 天次测试，累计测试里程达到
6040 公里，累计测试时长约 263 小
时，测试过程安全可控，未发生交通
碰撞事故，未对现行交通产生不利
影响，
总体情况良好。
市经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上
海按照国家扩大制造业开放总体要
求，率先成为国内首个为世界知名
外资汽车企业颁发智能网联汽车道
路测试牌照的城市，充分体现了支
持智能网联汽车发展的前瞻性、先
进性和开放性，进一步着力构建良
好的创新环境和营商氛围。

本报讯 （见习记者 姜天瑶 记者 许素菲）昨日，阅文集
团旗下海外门户起点国际迎来了一周岁生日，在这一年里，起
点国际不仅实现了“文化输出”，还延续了付费阅读模式。一
年里，起点国际上线 150 余部英文翻译作品，620 余部原创英
文作品，
累计访问用户超 1000 万。
在题材品类方面，武侠、玄幻、奇幻、言情等类型深受海外
读者欢迎。起点国际为海外读者打造的付费阅读模式，既包
括国内已非常成熟的按章节付费模式，也有通过观看广告解
锁的阅读模式，以及 Wait or Pay 模式（新章节在更新后的第
一时间观看需付费，
更新一段时间后可免费观看）。
此外，阅文集团的“翻译孵化计划”亦进展顺利，由起点国
际统一组织，对网文译者进行培训考核，对翻译工作施行标准
化、规范化和持续优化，目前已有 200 余译者和译者组，分布
在北美、东南亚等地。
为庆贺起点国际上线一周年，阅文集团首次在起点国际
上推出原创推荐票榜，计划打造海外唯一由用户投票产生的
权威网文作品人气榜单，在全球范围内弘扬中国文化，展示网
络文学的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