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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广东省生物医药产业专利导航分析的报告 

 

为贯彻落实《“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和

《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进一步推动我

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健康快速发展，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

产权局）委托，广州奥凯信息咨询有限公司项目组通过开展《广

东省生物医药产业专利导航分析项目》，重点围绕生物医药产业，

实施全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的专利导航，同时结合专利技术

导航分析工作、产业市场分析及企业调查工作，为广东省生物医

药产业的发展及重大项目实施提供决策参考和服务。现将本次研

究分析的成果报告如下： 

一、国内外生物医药产业及专利概况 

（一）国内外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现状 

1.全球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现状 

总体来说，欧美继续保持创新药、原料药优势，但近年大量药物

基本化合物专利到期，2014—2020 年期间达到高峰，有多达 945 项

药物基本化合物的专利陆续到期，为仿制药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

机遇。 

生物医药产业发展优势国家和地区已有不少经验值得总结借鉴，

具体包括：以美国、日本、以色列为代表的国家，其政策体系、创新

企业、园区规划等均有创新特色，尤其是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对高层

次人才的需求与高依赖性，对核心专利技术的依赖，都是广东省生物

医药强省建设中亟需汲取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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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现状 

总体来说，我国近年来生物医药产业呈持续快速发展态势，初步

形成了以长三角、环渤海为核心，珠三角、东北等东部沿海地区集聚

发展的产业空间格局。中国化学药行业发展迅速，但与国际巨头尚有

差距，化药原料药相对成熟、仿制药大而不强、创新药刚刚起步。 

中国批准成立的生物医药类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共有

40 个，其中东北地区 5 个，环渤海地区 11 个，长三角地区 13 个，

粤港澳大湾区 7 个，川渝地区 4 个。总体来说，东部地区占绝大

多数。从产值来说，2018 年东部沿海省份的生物医药园区的的产

业总产值占据该领域中国所有园区总产值的 75%以上。产业集聚

明显，东西部发展不平衡。 

（二）国内外生物医药专利概况 

1.全球生物医药专利1申请及布局情况 

整体上，全球生物医药产业专利申请总体呈现逐年增长的态势，

专利申请布局排名前 5 的国家和地区依次为中国、美国、日本、欧洲、

韩国，近十年中国已经成为生物医药领域专利布局最重要的区域；美

国、中国、日本、德国稳居专利产出地域的前五位，韩国近年专利产

出增长强劲，美国仍然是最主要的技术输出国。生物医药全产业专利

申请排名前二十的申请人中，19 个为国际知名制药企业，1 个为高校，

排名前五的申请人依次为 PFIZER RES & DEV N(辉瑞)、GLAXO (葛兰

                                                             
1 专利数据统计时间截止至 2020 年 4 月 17 日，专利数据库选取壹专利及 INNOGRAPHY，专利量以件为单位

统计，下同。其中，件是指在进行专利申请数量统计时，例如为了分析申请人在不同国家、地区或组织所

提出的专利中请的分布情况，将同族专利申请分开进行统计，所得到的结果对应于申请的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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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 SANOFI(SANOFI(赛诺菲 )、 HOFFMANN-LA ROCHE(罗氏 )、

NOVARTIS(诺华)。其中，抗含有机有效成分的医药配制品成为生物医

药专利布局的重点，其次是统草药的未确定结构的药物以及以特殊物

理形状为特征的医药配制品领域，在有机化学和生物化学方面，重点

布局技术领域为免疫球蛋白、多肽及基因工程方面。 

在专利诉讼方面，全球生物制药领域涉及的诉讼案件一共 7116

例，涉及的专利 7840 件。近 5 年美国市场上发生药物专利诉讼案件

有 2490 例，涉及的专利 2746 件。全球最大的以研发为基础的生物制

药公司辉瑞公司的诉讼案件量排名第一，132例诉讼案件，其次是默

克公司、梯瓦制药工业有限公司、强生、阿斯利康公司。辉瑞公司涉

案专利的技术主题包括：抗 CD20 抗体，针对易感患者的抗 ERBB2 抗

体、无序特征、附加抗肿瘤研究，蛋白激酶、自身免疫性疾病、肠外

给药等。 

表 1  全球生物医药各细分领域及关键技术专利统计（单位：件） 

全球 申请量 授权量 授权有效量 

全产业 4244539 2358457 910130 

生物药 2712912 1470736 566429 

化学药 1785546 1096418 382273 

中药 174922 40347 18844 

呼吸系统医药 183298 97276 37865 

诊断试剂 179702 98794 49982 

干细胞医疗 108115 35008 24581 

 

2.中国生物医药专利申请及布局情况 

整体上，中国生物医药产业专利申请呈现出起步较晚、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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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前缓慢增长、2010 年以后开始加速增长的态势，我国正缩短

与发达国家创新药研发上市的时间差，迎来了从跟跑、并跑到涅槃跃

迁的时间窗口。国外在华专利布局最多的是美国，布局的专利量远超

其他国家，属于第一梯队；日本、英国、韩国、德国分别排名第二-第

五，属于第二梯队；国外在华专利申请量排名前二十的申请人均是国

际知名药企，罗氏、辉瑞、诺华、强生、赛诺菲分别排名第一到第五，

尤其在化学药领域布局较多，且罗氏在华专利年申请量长期处于较高

水平且基本保持稳定。国内各省市中，山东、江苏、北京、广东、上

海和浙江的中国专利总申请量和中国有效专利量均排名前六位，相对

其他省市优势明显。 

具体来说，化学药领域，上海和北京研发起步较早，2010 年被江

苏赶超，江苏的化学药物专利申请排名升至第一位并在之后一直保持

高速发展，该领域的主要申请人除了最关注抗肿瘤药的创新和保护以

外，较多在心血管疾病药物、高血糖药物和消化道疾病药物方面进行

了专利布局；生物药领域，绝大多数专利申请排名前二十的为中国高

校及科研院所而未见中国企业；中药领域，山东省的专利申请总量与

有效量都排名第一，具有绝对的技术优势；呼吸系统医药技术高价值

专利排名前十的申请人全部为国际知名药企，国内呼吸系统化学药物

市场主要被进口企业垄断；诊断试剂技术领域中，中国高校科研院所

是很重要的创新主体，而中国企业的专利布局积极性不足，国外企业

很重视中国市场的专利布局；干细胞医疗技术领域，美国创新主体常

年在中国进行仅次于中国本土创新主体专利申请量的专利布局，并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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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逐年增长的态势，中国专利申请排名第一的是广州赛莱拉干细胞科

技股份公司，其在产学研合作、推动干细胞产业发展方面都做了示范

工作。 

表 2  全国生物医药各细分领域及关键技术专利统计（单位：件） 

全国 申请量 授权量 授权有效量 

全产业 636347 198666 117755 

生物药 364669 117517 74794 

化学药 177566 74750 45507 

中药 183032 41500 19471 

呼吸系统医药 38615 10520 5565 

诊断试剂 45074 30956 22740 

干细胞医疗 10577 2936 2246 

 

二、广东省生物医药产业及专利概况 

（一）广东省生物医药产业现状 

2020年 3 月 30日，省长马兴瑞主持召开生物医药强省建设专题

工作会议，指出“以建设生物医药强省为目标，优化顶层设计、强化

政策供给，把我省生物医药产业打造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兴支柱

产业。要推动产业集聚发展，建设高水平生物医药产业园区，打造广

州、深圳生物医药产业发展高地”。广州与深圳作为广东省生物医药

产业最具实力的区域，资源基础雄厚，毗邻港澳、地缘优势明显，将

成为未来广东省生物医药产业的引领者。 

广州市形成以现代中药、化学药和医疗器械为主体，具备干

细胞与再生医学、体外诊断产品及检验服务、海洋生物等特色优

势，培育生物制药、生物医用材料、精准医疗等领域潜力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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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培育和引进了白云山、百济神州、香雪制药、金域医学、

达安基因等一批细分领域龙头企业。广州生物医药产业集聚态势

明显，形成以广州科学城、中新知识城、国际生物岛“两城一岛”

为核心，健康医疗中心、国际健康产业城、国际医药港等特色园

区协调发展的“三中心多区域”格局，成为国家重要的生物产业

基地。其中“两城一岛”依托现有基础和规划布局，形成了差异

化定位。整体来看，广州市在临床资源、科研资源、创新人才、

创新资本方面在大湾区具有显著优势。 

深圳市从 2009 年开始重点打造生物医药产业集群以来，生物

产业规模保持高速增长。高端生物医学工程、基因测序和生物信

息分析、细胞治疗等技术跻身世界前沿行列。空间链方面，深圳

基本形成了以坪山国家生物产业基地、国际生物谷两大生物医药

产业集聚区为主导的产业空间格局；产业链方面，深圳市已基本

形成较为完整的生物医药产业链，在基因检测、生物信息、医学

影像等细分领域具有领先优势，并培育了生物疫苗、干细胞等特

色细分领域。创新链方面，深圳市生物医药领域已建成各类创新

载体 319 家，其中国家级有 21 家。 

同时，广东省自 2016 年起，密集出台了多项促进和支持生物

医药产业的政策决策，在产业规划、资金支持、重点项目培育和

推进等方面提出指导意见及举措。 

（二）广东省生物医药专利概况 

1.广东省生物医药专利申请和布局总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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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生物医药专利申请量共计 46783 件，按照专利类型划分，

发明专利量为 46075 件，实用新型专利量为 708 件，发明专利占比

99.83%。生物医药专利申请趋势整体与全国保持一致，2011 年以后呈

现加速增长态势。对比国内各省市，广东省的中国生物医药专利申请

总量和有效专利申请量排名分别排名第四位和第二位，广东省内各地

市生物医药专利申请分布极不均衡，广州市专利申请占比已超 40%，

排名 21 个地市之首，深圳市、佛山市位列第二梯队。 

 

图 1  广东省各地市生物医药专利申请分布（单位：件） 

 

广东省企业的生物医药专利申请量为 23429件，排名前二十的企

业专利申请量 3196件，占比为 13.64%；广东省高校及科研院所的生

物医药专利申请量为 10565件，排名前二十的高校及科研院所专利申

请量 7710 件，占比达 72.98%。企业呈现出专利申请低申请人聚集度

状态，而高校及科研院所呈现出专利申请高申请人聚集度状态。对比

江苏省，广东省龙头企业或独角兽型企业数量相较少，且在各细分领

域的专利申请量均低于江苏省，尤其是化学药，与江苏省的差距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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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广东省生物医药专利申请排名前 20的企业（单位：件） 

 

 

图 3  江苏省生物医药专利申请排名前 20的企业（单位：件） 

广东省专利申请排名前二十的发明人主要来自广州赛莱拉干细

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王一飞团队以及广东东阳光药业有限公司的

张英俊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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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暨南生物医药研究开发基地有限公司

深圳翰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白云山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赛维斯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赛莱拉干细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东阳光药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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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法莫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苏州派腾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邳州市尕星医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江苏先声药物研究有限公司

南京赋海澳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奇力康皮肤药业有限公司

南京正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普罗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知微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豪森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广康协生物医药技术有限公司

南京正亮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市天灵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正大天晴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泽朗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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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广东省生物医药领域专利发明人合作情况 
 

2.广东省生物医药细分领域专利申请和布局情况 

化学药领域，广东省的化学药物专利申请总量和有效专利申请量

全国省市排名分别排名第五位、第三位，此领域广东省排名前二十的

申请人包括 8 个企业创新主体，广东东阳光药业排名第一；包括 12

所高校科研院所，中山大学排名第一。广东省主要申请人在此领域最

关注抗肿瘤药的创新和保护，与全球、中国的主要创新主体一致；代

表性企业广东东阳光药业除了在自己的技术优势领域进行重点专利

布局外，在神经系统疾病药物、抗帕金森药物、呼吸系统药物、消化

道疾病药物、抗高血压药物等方面均有布局。 

生物药领域，广东的中国生物制药专利申请总量和有效专利申请

量全国省市排名均位居第二，此领域广东省排名前二十的申请人包括

中山大学等 16 所高校及科研院所，其中中山大学排名第一；同时，

有包括广州赛莱拉、深圳华大基因、深圳瀚宇药业以及广东东阳光药

业等 4 家企业创新主体排名进入前二十。广东省主要申请人在此领域



 
 

10 

的关注方向与化学药基本一致，此外还在非中枢性止疼药、高血糖药

物、神经系统疾病药物等方面的专利布局也较多。 

中药领域，广东省的中药专利申请总量和有效专利申请量全国省

市排名分别排名第六位、第三位，此领域广东省排名前二十的申请人

包括佛山科学技术学院等 9所高校及科研院所，广州暨南生物医药研

究开发基地有限公司等 9 家公司以及广东省中医院等 2家医院。广东

省主要申请人在此领域最关注消化类疾病药物的创新和保护；其次是

呼吸系统疾病药物和非中枢性止痛剂，退热药或抗炎剂。值得注意的

是广东一方制药有限公司，依托研究院和广东省第二中医院的强大科

研和临床支持，研究生产了 700 余味产品，建立了中药配方颗粒指纹

图谱控制标准，用于治疗本次新冠肺炎的“肺炎一号方”颗粒，即由

一方制药在医疗机构制剂应急审批通过后负责生产。 

表 3  广东省生物医药全产业及各细分领域中国专利统计（单位：件） 

广东省 申请量 授权量 授权有效量 

全产业 46783 13540 10131 

生物药 32190 9098 7110 

化学药 9596 4171 3280 

中药 10097 2378 1515 

 

3.广东省生物医药关键技术专利申请和布局情况 

呼吸系统医药技术领域，广东省的呼吸系统医药专利申请总量和

有效专利申请量全国省市排名分别排名第三位、第二位，此领域广东

省排名前十的申请人中广东企业占 3位，广东东阳光药业位列排名第

一；广东高校科研院所占 6位；医院 1 所，为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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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广东东阳光药业在此领域拥有绝对优势，其药业研究院院长兼

东阳光研究院新药所所长张英俊发挥重要作用，他带领团队对“磷酸

奥司他韦”进行了工艺改造，东阳光凭借这一改良后的合成工艺，生

产出了国内 99%的“奥司他韦”药品，几乎一跃成为国内该药品的独

家供应商。 

诊断试剂技术领域，广东省的诊断试剂专利申请总量和有效专利

申请量全国省市排名分别排名第二位、第一位，此领域广东省排名前

二十的有效专利申请人均分布在广州和深圳两地，广州 14 家，深圳

6 家；排名前列的益善生物、达安基因的主营业务均涉及分子诊断，

且广东省诊断试剂发明人专利申请排名第一的吴诗扬即来自益善生

物；亚辉龙生物和万孚生物的主营业务涉及免疫学诊断，这也充分反

映出了分子诊断在广东省体外诊断试剂行业中的优势地位。 

干细胞医疗技术领域，广东省的干细胞医药专利申请总量和 PCT

专利申请量全国省市排名分别排名第一位、第三位，此领域广东省排

名前十的申请人中广东企业占 3 位，广州赛莱拉位列排名第一；广东

高校科研院所占 6位；医院 1 所，为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广东省干

细胞医药发明人专利申请排名第一-五位以及第七位的均是广州赛莱

拉的研发人员，可见广州赛莱拉在广东省干细胞医疗领域拥有绝对的

技术人才优势。主要申请人在干细胞医疗领域最关注免疫类疾病治疗

技术的创新和保护，细胞培养次之；广州生物健康研究院在细胞培养

技术方面的专利最多，而暨南大学和深圳北科生物的技术布局最为全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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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广东省生物医药关键技术中国专利统计（单位：件） 

广东省 申请量 授权量 授权有效量 

呼吸系统医药 2311 654 499 

诊断试剂 5187 2158 1820 

干细胞医疗 1341 275 224 

 

三、广东省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结论及建议 

（一）国际形势应对 

从国际贸易环境层面来看，我省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应关注国

际形势，以知识产权保障产业安全，有效应对国际压力。 

生物医药是我国新时期重点发展的战略性产业之一，也是承

载我国优化产业结构目标的重要产业之一。一直以来，生物医药

都是国际专利诉讼高发的行业。中美贸易形势日趋严峻，特别是

2020 年初，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经济贸易第

一阶段协议在美国白宫签署达成后，针对药品的专门约定，更为

生物医药的发展带来了约定规则调整后的新的压力。从我省本产

业实际情况来看，广东省生物医药的骨干企业，多以仿制药生产

为主，包括东阳光、白云山制药、珠海丽珠集团等。因此，我省

生物医药产业相关企业、应密切关注国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与

产业关联的合作规则与要求的变化，要有强烈的知识产权预警意

识，有效防控和应对国际纠纷。 

另一方面，对产业整体的转型发展与安全性保障要做好顶层

设计。从政府角度出发，针对作为我省生物医药产业重要支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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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制药生产企业的未来发展，亟需知识产权主管部门参与做好顶

层设计，将知识产权理念融入产业发展的宏观政策中，制定长期

知识产权发展规划；制定能有效激发创新主体知识产权创造、运

用、管理、保护和服务能力的专门举措；推动专利信息资源在内

的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特别是建立基于专利信息预警的

风险监控机制；开展行业调研、产业调研，明确产业国际合作的

需求和痛点，定期组织创新企业、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分享知识产

权诉讼案例，未雨绸缪，在尊重他人知识产权的同时，高质量保

护自身的创新成果。  

（二）国内竞争环境应对 

从国内竞争局势层面看，我省应把握发展时机，突出区域与

产业特色，培育具有广东优势的产业高价值专利，制定生物医药

发展的广东方案。 

新冠疫情的全球爆发，让全世界意识到了医疗健康、医药、

应急品等的重要，单纯对于产业发展而言，这是非常好的发展机

遇。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是国家产业战略的重要部署，然而通过

专利信息对于地域及技术的显示，广东省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压

力和机遇并存。在国内层面，长三角地区化学药创新能力遥遥领

先，短时间内，广东在化药领域的发展只能望其项背；而作为广

东传统优势的中药产业，骨干中药企业的创新需更加速发展，尽

快形成引领优势；在新冠疫情的应对过程中有突出表现的诊断试

剂等细分领域可做重点突破，但如何以知识产权的保护为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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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保持创新优势，是下一阶段生物医药产业需要重点关注和解

决的问题。 

中药是广东地区的传统优势产业，岭南地区是中药主要的消

费市场，也是中药材的主要交易市场。2019 年 11 月 29 日，李希

书记发表相关批示：“按照全国中医药大会部署安排，坚持传承

守正创新，坚持中西医并重，加快推进我省中医药现代化、产业

化，要培养好中医药人才，抓好产品技术创新、发展模式创新、

体制机制创新，加强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示范区创建，着力打造

粤港澳大湾区中医药高地，为中医药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

广东力量。”守正创新、现代化的要求，都意味着中药需要实践

真正的创新和孕育高价值专利。 

诊断试剂、干细胞等细分领域加速优势领先。从专利数据来

看，本细分领域的领头如企业达安基因、华大基因、金域医学、

万孚生物等，在专利创新上有技术优势的同时，在此次新冠疫情

中，也充分验证了创新产品的技术优势。尽管如此，也应该关注

到，诊断试剂类的技术门槛相较药物创新偏低，疫情当下，诊断

试剂的研发和应用全球都在比拼和赛跑。广东省企业如持续保持

优势，甚至在此次全球危机中迅速发展，根本还依赖创新和高价

值专利筑起的竞争力护城河。 

经实践证明，能为企业发展所依赖的生物医药领域的专利特

别贴合高价值专利在“创新水平高”“市场占有稳定”“权利状

态稳定”等三个方面的要求。高价值专利培育工程对于发挥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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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产业高技术性、高经济性价值，防控高风险的作用将非常明

显，因此，从产业发展以及政府资源投入的角度，建议将生物医

药作为高价值专利培育的重点领域，同时针对本产业具有研发周

期长等现实问题，建议重点关注的同时，加大投入力度和支持时

间。鼓励本领域的骨干企业、重点实验室、研发机构培育价值度

高的核心专利。鼓励和支持传统中药企业转型升级，指导其加大

专利布局与有效应用。而考虑到诊断试剂、医疗仪器等领域，创

新的门槛相比较化学药物的创新难度要小，亦是我省生物医药产

业的优势领域，建议着重关注，鼓励和支持本领域骨干企业，重

视高价值专利的创造、保护、管理和应用，鼓励持续创新，用高

价值专利助力广东省在生物医药细分领域的优势持续引领全国。 

（三）省内产业布局 

从省内产业发展来看，广东应有效规划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区

域布局，形成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化发展优势。 

集群化发展是全球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有效实践经验之一，

2020 年 3 月 27 日，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印发《广东省培育发

展“双十”产业集群行动计划编制工作方案》，明确“生物医药”

产业是十大战略性支柱产业集群之一，是“我省经济的重要基础

和支撑，对广东制造业发展具有稳定器作用”；2020 年 4 月，广

东省科技厅会同省发改委、工信厅等 9 个部门联合印发实施《关

于促进生物医药创新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力争将广东

生物医药产业打造成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兴支柱产业。该措施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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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争到 2022 年，广东省建设 10 个左右生物医药产业特色园区。”

可见，集群化发展、集聚化发展亦是我省现阶段生物医药产业发

展的重要布局策略。 

通过专利数据分析，我们看到了我省生物医药产业在国际环

境、国内竞争形势方面的优劣势，回归本省发展局势，尽管我省

提出了生物医药强省建设的相关规划部署，生物医药产业也是新

时期广东省“双十”重点产业之一，但通过专利数据显示，我省

生物医药的区域分布也并非实力均衡。从专利数据分析，广州市、

深圳市两地毫无疑问是广东省生物医药的核心产业集群，但细分

领域各有千秋。相较深圳在医疗仪器方面的优势，广州目前的创

新基础和综合实力优势更为明显，生物药、化学药、中药均有明

显研发储备。同时，广州的医疗环境、在全国领先的医院体系，

也为药物创新和临床工作提供了较好的环境。 

结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要求，“支持港深创新

及科技园、中新广州知识城、南沙庆盛科技创新产业基地、横琴

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等重大创新载体建设。支持澳门中医

药科技产业发展平台建设。推进香港、澳门国家重点实验室伙伴

实验室建设。” 

基于此，我省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应突出和发挥集群化发展

的作用，形成以地域优势为特色布局的整体方案。以广州、深圳

为第一梯队，广州重点突破中药领域，同时，技术上重点突出诊

断试剂和干细胞；深圳除继续发挥医疗器械优势外，在诊断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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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可与广州形成双雄格局。佛山、东莞、珠海、汕头可作为第

二梯队，结合各自特色，发力融入广东省生物医药强省建设，例

如珠海与澳门在中医药领域的重点突破。 

（四）创新资源导入 

在创新资源导向层面，应有效发挥专利信息对优质生物医药

资源的指引作用，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广东品牌。 

从专利数据看创新资源，包括主要发明人、创新研究机构、

创新企业等。广东省生物医药产业亟需注入创新资源要素以驱动

产业发展。 

一方面，积极利用专利数据所能体现的创新资源情况，主要

包括产业领域的主要发明人、创新研究机构、创新企业等。本质

上，生物医药企业比拼的就是核心产品和核心专利技术。当下，

借着新兴生物技术的突飞猛进，生物医药领域独角兽企业出现的

几率大大增加。但生物医药产业基于产业本身的特性，企业的发

展具有极高的风险性，产业的投入较其他行业需要辨别更多的“泡

沫因素”，因此以专利大数据为标尺，在生物医药的各个细分领

域中进行精准检索和判断，可以认为是挖掘巨大潜力股和优质生

物医药技术资源的绝好路径和方法。 

另一方面，生物医药作为广东的重点支柱产业，本身具有较

强优势，应充分利用广东省内的创新资源优先本地转化。如广州

生物医药健康研究院，钟南山院士领导的广州呼吸健康研究所。

2020 年 3 月，佛山传出钟南山科研团队科研成果落地生产，并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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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在全国多家医院投入使用。生物医药产业本身对于领军人才、

学科带头人、创新团队的技术实力具有重要的依赖性，反过来说，

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生物医药专家，对同类资源的具有极强的

品牌效应与吸引力，钟南山院士在此次新冠抗疫中，在全世界都

建立了卓越的影响力，广东省生物医药产业密切关注围绕疫情的

药物、诊断试剂、医疗设备等，也应成为十四五期间中重点突破

方向。 

（五）运营平台支撑 

在支撑体系层面，建立技术、资本、人员、政策保障等要素

完备的产业运用平台，推动知识产权运营和产业发展。 

推动广东省生物医药重点研发机构，如广州生物医药健康研

究院、广州呼吸健康研究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等联合知识产

权服务机构，园区建设单位、产业投资基金四位一体，共建生物

医药产业知识产权运营平台。生物医药产业知识产权运营平台应

具备以下功能和特点： 

1.专注细分领域优势，充分发挥骨干科研机构和骨干研究团

队（如王晓东、钟南山、裴端卿等）在细分领域的创新专业优势

和国际影响力优势； 

2.吸纳粤港澳和国际创新资源，以细分领域的影响力，以专

利导航工作为索引，集聚国际创新人才和技术的加入，形成国际

创新联盟； 

3.面向广东省推动创新技术和产品转移转化。积极促进广东



 
 

19 

省医药龙头企业和平台创新技术的对接，让研发管线落实到产品

管线； 

4.面向广东省细分医药产业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公共服务职能，

从顶层规划、与政策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走向、专利数据等维度

提供精准、高质量服务； 

5.引进金融投资机构，整合金融政策，展开以知识产权质押、

知识产权证券化等特色知识产权金融服务，为生物医药产业独角

兽企业提供创新沃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