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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牛区医药健康产业“十三五”发展规划 
 

随着“十三五”规划“健康中国”战略目标的提出，医药健

康产业正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伴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

高，广大民众对医疗健康的重视程度也日渐提高，中国的医药健

康产业开始进入高速发展时期。 

作为金牛区特色产业之一，医药健康产业在金牛区经济发展

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随着我区规划重塑“一核三轴六区”发

展布局，推进六大产业功能区规划建设，医药健康产业发展拥有

了有利的条件和发展空间。按照金牛区加快建设“创新驱动先导

区、中优提质典范区、绿色文旅新兴区、枢纽经济示范区、幸福

和谐首善区”的五大目标和初步建成“科贸金牛·文化北城”的

战略定位，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印发“健康中国 2030”

规划纲要的通知》（中发〔2016〕23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促进医药产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6〕11 号）、

省政府《关于印发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川府

发〔2014〕14）号、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成都市健康服务业

发展工作推进方案的通知》（成办发〔2016〕33 号）等文件精

神和《金牛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金

牛区卫生计生事业发展规划（2016－2020）》的要求编制本规划。规

划范围为金牛区全域，规划期为 2016－2020 年。 

一、规划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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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展现状。金牛区位于成都市中心城区西北部，幅员

面积 108 平方公里，辖 6 个产业功能区、15 个街道辖区，截至

2015 年末，全区常住人口 120.35 万人，户籍人口 75.6 万人。经

过多年的发展积累，目前金牛区医药健康产业已形成了一定的产

业基础和自身特色，为“十三五”期间的加快发展奠定了基础。 

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渐趋完善。金牛区汇集了成都中医药大学

附属医院、成都军区总医院和成都大学附属医院等优质医疗资

源，同时还有四川省人民医院金牛医院、区妇幼保健院、区中医

医院和成都骨伤医院等 4 家区属医院。截止 2015 年，全区共有

各级各类医疗机构 701 家，其中：三级医院 6 家、二级医院 10

家、一级（含未评级）医院 33 家、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25 家、妇

幼保健机构 1 家、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2 家、卫计执法监督机构 1

家、各类型门诊部 50 家和个体诊所 573 家，初步形成多元化办

医格局。医疗机构床位数达到 10301 张，每千人口床位数达 8.3

张，其中：公立医疗机构床位占 87.6%，社会办医床位占 12.4%，

形成了以政府主导，公立医疗机构为主体，社会力量办医为补充

的医疗服务体系，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明显增强。2015 年，全区

医疗机构总诊疗人次数达 856.49 万人，较 2010 年增长 39.63%；

门诊人次数达 817.87 万人，较 2010 年增长 44.88%。 

中医药产业优势明显。“十二五”期间，我区中医药产业继

续保持传统的领先优势，产业发展迅猛，成效明显。成都中医药

大学及其附属医院的人才、科研和技术优势继续保持全省领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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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为省内外输送了大量的优秀中医药服务人才。区内中医健康

服务体系更加完善，中医治疗、中医康复、中医预防保健、中医

适宜技术推广等各项业务不断拓展，中医名医、名科打造取得初

步成效，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全部开展了中医药实用技术，我区

荣获了“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称号。中药流通企业不

断壮大，知名度进一步提升。国际商贸城荷花池中药材专业市场

已有近 2000 户商家入驻，成为国内排名前十的专业中药材交易

市场和国内中药材指数发布地，作为西南地区最大的中药材市

场，其产业能力再创新高。 

现代医药企业研发和创新能力较强。全区有医药健康领域的

国家、省、市企业技术研发中心 4 家。龙头企业成都康弘药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在中枢神经系统、消化系统、眼科等领域拥有专

利 160 余项（包括国外专利 40 余项），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成

都市委将“KH 系列生物技术药物”列为战略性新兴产品重点培

育对象。成都新生命霍普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是国内最早从

事干细胞技术服务的企业，拥有西部首个国家级干细胞创新平台

—四川省干细胞库，干细胞制备和复苏技术处于国内一流水平。 

现代医药产业市场竞争力较强。截止 2015 年，全区规模以

上医药生产企业 7 家，实现总产值 21.31 亿元，同比增长 27.8%；

实现销售收入 17.96 亿元，同比增长 26%；实现利润 4.14 亿元，

同比增长 42%。全区医药健康产业代表企业有成都康弘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嘉事蓉锦医药有限公司、四川海王金仁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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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有限公司、成都国嘉联合制药有限公司、成都利尔药业有限

公司、四川禾正制药有限责任公司、成都金星健康药业有限公司

等。医药企业拥有“朗沐”“乌体林斯”“博乐欣”“贝络纳”“胆

维他”等中西药名牌产品，“一清胶囊”“玄麦甘桔胶囊”等数十

种药品均为成都市自主创新重点独家医药品种。 

医药产业集聚初步形成。“十二五”期间，金牛高新技术产

业园逐步形成各大医药生产企业聚集地。2015 年，已有成都康

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 4 家规模以上医药企业入驻金牛高

新技术产业园（西区），医药产业产值占园区总产值的 21.6%。

量力医药健康城一期项目已落地运行，目前正积极推动二期项目

建设。毗邻成都中医药大学的中医药文化旅游特色街区建设正在

酝酿中，区内医药健康产业初步集聚，呈现蓬勃发展态势。 

（二）存在问题。在我区医药健康产业发展取得一定成绩的

同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十三五”期间医药健康产业还面

临以下问题：一是医疗服务能力有待进一步增强。区内医疗资源

结构不合理，布局不均衡，优质医疗资源偏少，社会办医整体实

力不够强，不能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多样化健康服务需求。二是

产业融合不够。中医药作为金牛区传统优势，与文化、养生、旅

游的关联度有待增强。三是康养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区内优质地

理资源还未充分开发与建设，康养设施设备的研发和建设还需增

强，社会资本在健康养生领域投入比例偏低。四是产业集群发展

尚处于起步阶段，相关产业的吸引和聚集能力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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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展机遇。政策支持为医药健康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

的发展环境。2016 年 3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医药

产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对提升我国医药产业核心竞争力、

促进医药产业持续健康发展作出了部署，给健康产业发展带来无

限机遇。区委、区政府制定的《金牛区经济发展战略纲要（2015

—2030）》中，明确提出了“一升两转”的主攻方向、重塑“136”

产城功能布局和“145”产业体系的发展目标，为医药健康产业

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持。 

居民收入水平增加和健康理念增强给健康产业的发展提供

了广阔的市场空间。2015 年末，全区人均GDP为72754元，较“十

一五”末期增长了 65.62%，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34419 元。与

此同时，老龄化趋势下人们更加重视健康养生，二孩政策的放开

促使妇幼健康服务进一步向高科技高质量优服务方向发展。人民

群众日益追求多样化的健康服务模式，在医疗、康养、健康管理、

养生旅游等方面的需求日益增大，医药健康产业发展具有了广阔

的市场空间。 

“一升两转”有利于促进产业提档升级。随着“一升两转”

的深入推进，“量力钢材城”转型为“量力医药健康城”，荷花池

中药材专业市场搬迁后升级形成国际商贸城荷花池中药材专业

市场，旧城改造、新区规划也为各类医疗机构、医药企业提供了

提档升级空间。各项迁建、新（改、扩）建项目正逐步实施和推

进，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得以优化，产业布局更趋合理，借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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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提质”，医药健康产业获得了良好的发展条件。 

二、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发展目标 

（一）指导思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省委“三大发展战略”要求、市委“建设全面体现新

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总体思路和区委“15441”发展思路，

以满足人民群众的健康需求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改革创新

为动力，以优势资源和先进技术为依托，完善产业结构，优化空

间布局，打造一批特色鲜明、配套完善的健康产业项目，促进科

技引领、产业发展与普惠民生良性互动，为建设全域城市化、全

面现代化、充分国际化的中西部综合实力领先城区提供坚强的健

康保障。 

（二）基本原则。 

——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有效发挥政府规划引导、政

策激励和组织协调作用，推动社会资金进入，充分发挥市场在资

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激发社会活力，引导社会办医品牌化、

错位化、高端化发展，不断增加多元化健康服务供给。 

——坚持创新引领、突显特色。构建和完善有利于自主创新

的体制机制，推动企业提高研发能力。充分发挥中医药的传统优

势，将中医药与文化、旅游、康养相结合，促进医药健康产业快

速发展。 

——坚持优化布局，联动发展。整合空间资源，引导产业聚



 

 — 7 — 

集，优化产业布局。促进医疗健康产业与旅游、养生、互联网、

健身休闲等行业融合。 

（三）发展目标。到 2020 年，产业规模进一步扩大，综合

实力不断增强，“一园一城一街区”的空间布局逐步形成，医药

健康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更加突出。医药健康产业总收入

达到 500 亿以上，其中，健康服务业收入达到 200 亿以上，医药

生产流通收入达到 300 亿以上。打造现代化、特色化、国际化的

现代医药健康产业体系，使金牛区成为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医

药健康产业基地，产业发展在成都市中心城区中处于领先地位，

达到中西部一流强区水平。 

三、发展重点与主要任务 

（一）发展重点。医疗服务。充分利用我区“一升两转”发

展契机，合理调整、配置区域医疗卫生资源，着力构建以公立医

院保基本、民营医院重特色，以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为主体、营利

性医疗机构为补充的多元化办医格局，使全区医疗服务供给水平

满足群众健康需求，力争到 2020 年，达到中西部一流强区水平。 

中医中药。大力发展中医药产业，充分利用中医药深厚的文

化积淀，深入挖掘中医药文化、中医治疗、中医康复、中医养生

与现代旅游有机结合的巨大潜力，推动金牛健康旅游创新发展。

加强中医药基础和临床研究，依托现有中医药机构设立一批当代

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研究室，以科技进步推动行业发展，加强中

药新药、中药相关产品、中医药新技术、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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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整理研究传统中药制药技术和经验，挖掘整理民间中医药

知识和技术，加以总结和利用。 

健康养生。发挥区域生态本底比较优势，构建政府、市场、

社会、家庭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多层次健康养生服务体系，统

筹布局健康养生服务和医疗服务资源，打造金牛特色健康养生品

牌，满足多层次、多元化健康养生服务需求。 

医药产销。加快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在现代中药、化学合成

药、生物制药等领域形成特色产业集群，着力打造“金牛造”医

药健康品牌。充分发挥“中国·成都中药材指数”在行业内的影

响力和价格话语权，依托量力医药健康城、国际商贸城荷花池中

药材专业市场的发展壮大，构建覆盖医药健康全产业链的药品流

通集散中心。 

（二）主要任务。 

1．大力拓展医疗服务。一是促进多元化办医。合理调整、

配置区域医疗卫生资源，构建以公立医院保基本、民营医院重特

色，以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为主体、营利性医疗机构为补充的多元

化办医格局。形成“南有省医金牛院、北有军区总医院”两极支

撑格局，打造金牛医疗服务优质品牌，在公立医院满足人民群众

基本医疗服务需求的基础上，发挥市场机制作用，鼓励社会资本

举办各类医疗机构，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多层次、多元化医疗服

务需求。着力引进优质医疗资源落户金牛举办高水平、高知名度

的特色民营医疗机构，对有举办医疗机构要求的社会资本，可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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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已规划的医疗用地及可用于兴办医疗机构的楼宇给予支持。二

是大力推广中医药服务：充分利用我区中医药特色优势，促进传

统中医药与现代健康产业融合发展。加快推进金牛区中医医院迁

建项目建设，加强区中医医院与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合作，

鼓励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治未病中心、成都骨伤医院、四川

天祥骨科医院拓展中医服务，促进全区中医服务提档升级。社区

卫生服务体现中医药特色，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中医馆，社区

卫生服务站开展中医诊疗服务。三是大力提升妇幼健康服务。巩

固“国家妇幼健康优质服务示范区”创建成果，加快推进金牛区

妇幼保健院国际部项目建设，进一步提升妇幼服务承载能力，创

新开展基因筛查、干细胞治疗、人工辅助生育等新型技术。鼓励

引入社会资本提供高端妇幼保健服务，充分发挥成都玛丽亚妇产

儿童医院（西门院区）、安琪儿妇产医院（蜀汉院区）等民营高

端妇幼保健服务机构品牌引领效应，支持各类妇幼保健服务机构

在开展常规妇幼保健服务之外提供孕妇学校、产后康复、幼儿早

教等衍生服务，开发母婴健康食品、用品，带动孕、产、教相关

产品和服务的全产业链发展。 
重点项目 

一、近期项目 

1．金牛区妇幼保健院国际部项目：规划占地约 13 亩，设计新增床位 100 张，将医疗服务

与保健服务分区，建成专门的妇幼保健服务区，进一步提升产科、儿科的服务能力。 

2．成都中医大附院银海眼科医院项目：医院位于星辉西路，依托成都中医药大学中医眼科

学，按三级甲等专科医院标准建设，核编一期床位 130 张，二期床位 270 张。 

3．西区医院二期项目：项目位于蜀汉路 1 号，总建筑面积约 12 万平方米，投资总额达 13

亿元，规划设计有医养一体并融入休闲元素的功能区，为患者提供更加优质的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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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成都中加妇女儿童专科医院项目：项目位于金府路 889 号，总建筑面积约 1.2 万平方米，

设计床位数 150 张，投资总额达 2.5 亿元。项目建设结合中加水岸的环境优势，规划打造融入

妇女儿童全产业链高端服务的妇儿中心。 

5.成都百灵中医糖尿病医院项目：医院位于星辉西路 8 号，总建筑面积约 1.5 万平方米，

投资总额约 6 亿元，规划打造建设以“互联网+慢病管理”模式、采用独家苗药糖宁通络治疗为

主的专科糖尿病医院。 

6.中科大成都存济口腔医院项目：医院位于花牌坊北街 88 号西锦国际大厦，总建筑面积约

3 万平方米，投资总额约 5 亿元，规划打造建设高端口腔病专科医院。 

二、土地资源 

1．沙河源片区三级甲等医院建设项目：项目占地约 42 亩，拟与省内实力雄厚的大型医院

合作建设，或引进社会力量兴办。 

2．西华片区国际医院建设项目：项目占地约 50 亩，拟引进社会力量兴办高端综合性国际

医院。 

3．金泉片区三级专科医院建设项目：项目占地约 35 亩，拟引进社会力量兴办高端三级专

科医院。 

2．发展中医药文化旅游。充分挖掘成都中医药大学及其附

属医院多年积淀的中医药文化底蕴，结合区域周边资源，打造以

中医药健康文化为中心的产业集群，大力培育中医药养生保健、

中医药特色康复和中医药健康旅游产业，实现产业升级和城市转

型发展。近期规划为泛中医药健康旅游产业，产业布局为“一核

＋一街＋六片区”。远期规划为健康养生产业，产业布局主要以

高端健康养生地产及配套商业组成。按照现代化、时尚化、国际

化的要求，围绕中医治疗、中医特色康复、中医治未病、中医文

化体验、中医养生体验、中医营养膳食、中医养生产品、中医健

康管理等服务，强力推进中医大“国医汇”项目建设，积极争创

国家级中医药旅游示范区。 

在“天府绿道”和特色小镇打造中，有机融入中医药文化旅

游元素，着力提升“天府绿道”和特色小镇的中医文化特色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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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项目 
1．成都中医药文化旅游特色街区项目：分为近期、远期两个阶段进行规划。项目以泛中医

药文化旅游产业为核心，通过中医博物馆、中医药科技创业园、中医康复医疗区等项目建设，

传承中医文化积淀，激发中医药新生命力，形成涵盖参观体验传统中医文化、名医疾病诊疗、

精品健康旅游商业、养生康复保健、健康管理、中医文化主题酒店等中医药文化旅游特色街区。

2．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治未病中心项目：项目总建筑面积约 3.7 万平方米，总投资约

2 亿元。 

3．成都中医药大学名医馆项目：项目总建筑面积约 5000 平方米，是西南地区最大的一家

集中医预防、诊疗、康复、健康管理、中医药培训和中医药文化传播为一体的中医馆。 

3．发展健康养生产业。一是大力发展医养融合健康养生产

业。充分利用中心城区生态本底比较优势，打造建设一批富有内

涵和品位的健康养生项目，大力发展医养融合健康养生产业。二

是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健康养生服务业。积极引进优质社会资本落

户金牛举办针对特定人群的高水平、高品质康养机构，积极探索

社会化、市场化的健康护理、慢病管理、临终关怀等健康养生服

务路径。三是发展社区养老服务业。加强医疗卫生服务对养老服

务的支撑，支持医疗机构进入养老机构、社区和居民家庭提供医

疗服务，探索医疗、社会、家庭、临终关怀一体化的社区养老新

模式。积极鼓励有条件的中医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拓展社区

和居家中医药健康养老服务，支持中医特色康复与居家养老结

合，拓展养老康复服务范围。开展面向养老机构的远程医疗服务

试点，支持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与社区微型养老机构、日间照料中

心合作，推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推进医疗卫生服务进入高龄老

人家庭，增强社区老年医疗居家服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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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项目 

1.两河养老中心项目：项目位于金泉街道淳风社区保利两河森林公园内，占地面积约 7.3

亩，规划建筑面积 6194 平方米，总投资约 5800 万元。该中心为介护式养老机构，设计床位 130

张，内部环境优美，将为老年人安度晚年提供绝佳的场所。 

2.成都市慢性病医院项目：项目位于成都市植物园内，是一所集医疗、预防保健、康复、

科研教学为一体，以老年病、慢性疾病的治疗康复为主的专科医院。 

3.奥美德康复医疗项目：项目占地约 22 亩，位于羊西线蜀西路 96 号。 

4．培育新型医疗技术服务。一是协调发展精准医疗。依托

驻区医疗机构、科技型企业精准医疗临床应用基地，支持基因组

测序技术、生物信息和大数据在医药健康领域的交叉应用，积极

推进基因检测、免疫检测、干细胞治疗、靶向治疗等精准医疗项

目建设，带动相关医疗健康服务业发展，在全区逐步构建和形成

西部领先、辐射全国的精准医疗产业集群。二是积极发展干细胞

技术服务。发展脐带血采集、制备、检测、冻存及移植配型服务，

多种成体干细胞技术咨询、开发、转让和成果转化，肿瘤和其他

恶性疾病诊疗技术开发，美容、抗衰老干细胞技术和产品的研究

与应用，基因检测技术的开发与推广及干细胞临床研究。 
重点项目 

1．成大附院精准医疗院士工作站项目：项目旨在落实成都市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医药

产业发展中急需解决的关键技术难题，团结科技工作者，依托院士专家资源，开展科技攻关和

学术交流，培养创新型科技人才，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2．成都新生命霍普医学检验实验室项目：项目一期投入约 3500 万元，预计 2018 年正式投

产。建成后主要提供常规检测、免疫检测、基因检测等服务，着力打造西部地区技术领先、服

务一流的医学检验平台。 

3．四川省人民医院金牛医院氩氦刀项目：项目主要用于肿瘤科、普通外科、胸外科、皮肤

科、耳鼻喉科、妇产科、肛肠科、泌尿科、神经科等科室的低温冷冻手术治疗。 

4．西南交大医学院省级医疗创新中心项目：与思路迪和中科润达合作，共同打造省级医药

实验室和医学检测平台。 

5．促进医药生产流通。一是推动医药产业研发。鼓励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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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优中成药、名医名方的二次开发和优质保健品的提升开发，培

育一批疗效确切、质量稳定可靠、作用机理明确的新品种。加快

发展中药配方和小包装饮片。挖掘中药宝库，分析有效成分，探

索合成新医药。支持康弘生物制药等医药生产企业加快推动科技

成果转化，在现代中药、化学合成药、生物制药等领域形成特色

产业集群，积极打造“金牛造”医药健康品牌。鼓励开发治疗重

大疾病和多发性疾病的单克隆抗体药物、重组蛋白药物、微生态

制剂等。加快推进针对老年病、婴幼儿疾病、多发病、重大疾病

等的创新药开发。二是促进医药流通产业提档升级。加快推进量

力医药健康城和国际商贸城荷花池中药材专业市场建设，打造以

药品、食品、化妆品、医疗器械商贸与流通企业为主体的医药展

销平台体系。支持药品流通企业打造在线交易平台，发展 B2B、

B2C 业务，利用专业市场或周边载体打造网商孵化园。将量力医

药健康城建设成为以医药健康企业总部为龙头，现代医药流通、

医疗技术服务、健康养生体验特色街区等为支撑的现代化、国际

化千亩、千亿级医药健康产业园区。逐步使国际商贸城荷花池中

药材专业市场建成全国中药材价格形成中心和市场培育中心，成

为全国中药材专业市场的标杆。 
重点项目 

1．量力医药健康城：项目占地 1000 亩，规划建筑总面积约 200 万平方米，以构建现代化、

国际化千亩、千亿级医药健康产业园区为目标，重点发展现代医药流通、医疗技术服务、健康

养生体验特色街区等。 

2．国际商贸城荷花池中药材专业市场项目：项目占地 142 亩，建筑面积 20 万平方米，总

投资约 145 亿元。在“十三五”期间拟进一步建成包括贸易、会展、检测检验、信息发布、金

融服务、物流、办公、配套商务在内的八大功能区，实现中药材专业市场的再次产业升级。充

分发挥国家中药材价格指数发布地的优势，打造一批优质中药材品类及优质商户，促进产业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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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升级。大力支持商户扩大经营药食同源品种，加强中药材质量宣传及管理，规范市场经营环

境，提升市场的核心竞争力。逐步使国际商贸城荷花池中药材专业市场建成全国中药材价格形

成中心和市场培育中心，成为全国中药材专业市场的标杆。 

3．康弘药业集团改扩建项目：由固体口服制剂车间和研发中心组成。固体口服制剂车间占

地 16 亩，总建筑面积约 3 万平方米，总投资约 2.9 亿元。研发中心占地 15 亩,总建筑面积约 4

万平方米,总投资约 1.7 亿元。 

6．发展健康管理服务。一是积极发展多样化健康管理服务。

支持四川省人民医院金牛医院在新建院区建设健康管理中心。探

索在医院、社区、康养机构中将中医药优势与健康管理结合，以

慢性病管理为重点，以治未病理念为核心，建立中医健康管理新

模式。鼓励社会力量举办高水平的健康体检和健康管理机构，支

持以美年大健康、爱康国宾为代表的体检中心发展个性化健康管

理服务，支持艾迪康成都分公司扩大临床检验服务。进一步推进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鼓励三级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机构执

业医师及个体执业医师与居民有偿签约，提供健康管理服务。二

是加强健康管理信息化建设。积极推进“互联网＋”工作，引导

医疗机构和互联网企业合作，充分利用医疗卫生大数据提供预约

挂号、在线诊疗、远程影像传输分析、健康咨询等服务，积极探

索互联网延伸医嘱、电子处方等网络医疗健康服务应用。搭建分

级诊疗、远程家庭医疗和云诊所服务平台，支持基层首诊、双向

转诊以及医联体内纵向业务协同发展。 
重点项目 

1．四川省人民医院金牛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建设：由医院建设、管理，通过引进优秀医疗人

才和配置优质诊疗设备，面向中高端人群提供高品质健康管理服务。 

2．“微问诊”服务平台建设：该平台以手机 APP 为载体，利用移动互联网音视频技术，用

户可以通过手机随时与后台的执业药师和医生进行免费的用药咨询和健康咨询。“十三五”期

间该平台将进一步利用互联网技术，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各大药房联网，实现传统医药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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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战略转型，服务社会各行各业。 

四、空间布局 

  

（一）总体布局。按照城市发展规划和产业空间布局的要求，

依托现有产业基础和资源布局，进一步调整优化医药健康产业发

展空间，实现产业化聚集与特色突出双重目标，构建“一园一城

一街区”的医药健康产业格局，打造生物医药研发生产的重要载

体和健康养生服务的品牌区域。 

（二）分区布局。 

一园：指金牛高新技术产业园（西区），东至迎宾大道、南

至蜀西路、西至金周路、北至金泉路，面积约 2.7 平方公里。以

康弘药业国家级医药技术中心等为依托，健全以企业为主体的技

术创新体系，支持创建国家、省、市企业技术研发中心，重点发

展生物医药、化学制剂药、原料药、现代中药、医疗器械等领域

金牛高新技术产业园（西区） 

中医药文化旅游特色街区 一街区 

一园 

一城
量力医药健康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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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新研发和产品研制，推动企业科技成果转化，鼓励企业提档

升级。 

一城：指量力医药健康城，东至商贸大道、南至北三环路

二段、西至金丰路、北至金芙蓉大道，面积约 0.68 平方公里，

规划建筑面积约 200 万平方米。形成以医药健康企业总部为龙

头，现代医药流通、医疗技术服务、健康养生体验特色街区等为

支撑的现代化、国际化千亩、千亿级医药健康产业园区。 

一街区：指中医药文化旅游特色街区，以成都中医药大学及

附属医院为核心，东至西安路、南至十二桥路、西至一环路西三

段、北至青羊东二路，面积约 0.27 平方公里。打造中医药文化

旅游特色街区，支持发展中医膳食、健康养生、康复保健、健康

旅游等服务，建设以中医药产业和健康产业为主要特色，西南领

军、国内一流的中医名医馆、健康服务、医药商贸的产业集群，

争创国家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区。  

产业发展布局功能区对照表 
空间布局 载体/区域 所属功能区 
一园 金牛高新技术产业园（西区） 金牛高新技术产业园 
一城 量力医药健康城 国宾文旅商贸区 
一街区 中医药文化旅游特色街区 人北中央商务区 

五、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成立金牛区医药健康产业推进领导小

组，由分管区领导牵头，发改、财政、建交、投促、卫计、文旅

体广新、经科、统计等相关部门和各产业功能区推进办、街道办

为成员，明确各单位职责分工，分解落实各项任务，协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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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实施，共同推进医药健康产业发展。加强规划实施过程的动

态监测，建立医药健康产业的统计和评价指标体系，分期分阶段

对规划实施情况进行考评，研究规划实施中出现的问题和困难，

总结经验，根据具体情况适时调整规划。 

（二）强化政策支持。加大政府对医药健康产业支持力度，

确保对医药健康产业发展的资金支持。在符合国家政策的基础

上，在税收、土地供应、学科建设、人才引进、电商发展、技术

创新、市场开拓等方面有针对性地出台鼓励医药健康产业发展的

优惠政策，促进医药健康产业资源整合，引导医药健康企业向专

业化园区集聚。 

（三）强化招商引资。强力推进“全域全员全面招商”，借

助全媒体影响力开展多种形式的项目宣传。依托各产业部门、功

能区推进办、街道办积极引进社会资本投资发展大健康产业，“以

项目引资本”与“以资本引项目”相结合多样化招商引资，推动

招商项目落地。完善我区医药健康产业金融体系，鼓励银行等金

融机构对符合产业政策和信贷政策的医药健康产业相关企业给

予积极的信贷支持。 

（四）强化人才支撑。依靠科技与教育，重视卫计人才的开

发和利用，与现有国家、省、市人才引进计划相衔接，引进具有

持续创新能力的一流科研团队和高层次人才。探索制定有关高端

人才引进的配套保障政策，营造与产业聚集相适应的人才聚集有

利环境，加快引进国内外医疗服务、生物医药研发团队和重点行

业、瓶颈行业紧缺急需的领军人才。鼓励企业与院校、科研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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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加快培养医药健康产业创新人才和复合型人才。重视现有

人才的在职培训，优化人才结构，提升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鼓

励院校及培训机构提供职业培训和创业辅导，加快培养照护康

复、养生保健等专业技能人才。 
 
附件：1．金牛区医药健康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0） 

行动计划 

２．金牛区医药健康产业“十三五”期间重点招商 

对象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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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金牛区医药健康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0）行动计划 

 
发展重点 重点项目 时间安排 所属功能区 

金牛区妇幼保健院国际部：规划占地约 13 亩，设计新增床位 100 张，将医疗服务与保健服务分区，建

成专门的妇幼保健服务区，进一步提升产科、儿科服务能力。 
2017－2019 环交大智慧城 

西区医院二期：位于蜀汉路 1 号，总建筑面积约 12 万平方米，投资总额达 13 亿元，规划设计为医养一

体并融入休闲元素的综合医院。 
2018 环交大智慧城 

成都中加妇女儿童专科医院：位于金府路 889 号，总建筑面积约 12000 平方米，设计床位数 150 张，投

资总额达 2.5 亿元。建设打造融入妇女儿童全产业链高端服务的妇儿中心。 
2018 环交大智慧城 

成都中医大附院银海眼科医院：位于星辉西路，依托成都中医药大学中医眼科学，按照三级甲等专科医

院标准设计建设。 
2018 人北中央商务区 

中科大成都存济口腔医院项目：医院位于花牌坊北街 88 号西锦国际大厦，总建筑面积约 3 万平方米，

投资总额约 5 亿元，规划打造建设高端口腔病专科医院。 
2017 人北中央商务区 

成都百灵中医糖尿病医院项目：医院位于星辉西路 8 号，总建筑面积约 1.5 万平方米，投资总额约 6 亿

元，规划打造建设以“互联网+慢病管理”模式、采用独家苗药糖宁通络治疗为主的专科糖尿病医院。
2017 人北中央商务区 

沙河源片区三级甲等医院：规划用地约 42 亩，拟与省内实力雄厚的大型医院合作建设，或引进社会力

量兴办。 
2019 国宾文旅商贸区 

西华片区国际医院：规划用地约 50 亩，拟引进社会力量兴办高端综合性国际医院。 2020 国宾文旅商贸区 
金泉片区三级专科医院：规划用地约 35 亩，拟引进社会力量兴办高端三级专科医院。 2020 国宾文旅商贸区 

 
 
 
 
 
 
 
一、大力拓

展医疗服

务 

引入社会资本提供高端妇幼保健服务，拓展孕妇学校、产后康复、幼儿早教等衍生服务，开发母婴健康

食品、用品，带动孕、产、教相关产品和服务的全产业链发展。 
2016－2020 各功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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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重点 重点项目 时间安排 所属功能区 

成都中医药文化旅游特色街区：项目占地 160 亩，通过院落式街区打造，融入中医药元素，开发建

设中医博物馆、中医科创园、中医膳食堂、中医文化主题酒店、中医理疗区等。 
2016－2020 人北中央商务区 

成都中医大附院治未病中心：项目占地约 55 亩，建设投资约 1.89 亿元。 2018 人北中央商务区 
成都中医大名医馆：项目总建筑面积约 5000 平方米，建设成为西南地区最大的一家集中医预防、

诊疗、康复、健康管理、中医药培训和中医药文化传播为一体的中医馆。 
2017 人北中央商务区 

加强区中医医院与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合作，促进全区中医服务的提档升级。 2016－2020 人北中央商务区 
在“天府绿道”和特色小镇打造中，有机融入中医药文化旅游元素，着力提升“天府绿道”和特色

小镇的中医文化特色魅力。 
2018－2020 北部新城 

 
 
 
 
二、发展中

医药文化旅

游 

探索在医院、社区、康养机构中将中医药优势与健康管理结合，以慢性病管理为重点，以治未病理

念为核心，建立中医健康管理新模式。 
2016－2020 各功能区 

两河养老中心：位于保利两河森林公园内，占地约 7.27 亩，总投资约 5800 万元。该中心

为介护式养老机构，设计床位 130 张，内部环境优美，将为老年人安度晚年提供绝佳的场

所。 
2017 环城生态区 

成都市慢性病医院：位于成都市植物园内，是一所集医疗、预防保健、康复、科研教学为

一体，以老年病、慢性疾病的治疗康复为主的专科医院。 
2017 北部新城 

三、发展健

康养生产业 

奥美德康复医疗项目：位于羊西线蜀西路 96 号，占地约 22 亩，建设奥美德康复医院。 2019 国宾文旅商贸区 
成大附院精准医疗院士工作站：围绕医药产业发展中急需解决的关键技术难题，依托院士

专家资源，开展科技攻关和学术交流，培养创新型科技人才，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高企

业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2018 人北中央商务区 

成都新生命霍普医学检验实验室：一期投入约 3500 万元，成立后主要拟提供常规检测、

免疫检测、基因检测等服务，着力打造西部地区技术领先、服务一流的医学检验平台。 
2018 园区管委会 

四川省人民医院金牛医院氩氦刀项目：用于肿瘤科、普通外科、胸外科、皮肤科、耳鼻喉

科、妇产科、肛肠科、泌尿科、神经科（包括神经止痛）等科室的低温冷冻手术治疗。 
2018 环交大智慧城 

四、培育新

型医疗技术

服务 

西南交大医学院省级医疗创新中心项目：与思路迪和中科润达合作，共同打造省级医药实

验室和医学检测平台。 
2018 环交大智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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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重点 重点项目 时间安排 所属功能区 

量力医药健康城：形成以医药健康企业总部为龙头，现代医药流通、医疗技术服务、健康养生体验

特色街区等为支撑的现代化、国际化千亩、千亿级医药健康产业园区。 
2017－2020 国宾文旅商贸区 

国际商贸城荷花池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 142 亩，建筑面积 20 万平方米，总投资约 145 亿元。规

划建成包括贸易、会展、检测检验、信息发布、金融服务、物流、办公、配套商务在内的八大功能

区，实现中药材专业市场的再次产业升级。 

2018－2020 北部新城 
五、促进医

药生产流通

康弘药业改扩建项目：由固体口服制剂车间和研发中心组成。固体口服制剂车间占地 16 亩，建筑

面积 26172.27m²，投资约 2.9 亿。研发中心占地 15 亩,建筑面积 38338.09m²,投资约 1.7 亿。 
2019 国宾文旅商贸区 

四川省人民医院金牛医院健康管理中心：由医院建设、管理，通过引进优秀医疗人才和配置优

质诊疗设备，面向中高端人群提供高品质健康管理服务。 
2018 环交大智慧城 

“微问诊”服务平台：以手机 APP 为载体，利用移动互联网音视频技术，通过手机随时与后台的执

业药师和医生进行免费的用药咨询和健康咨询。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各大药房联网，实现传统医

药行业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战略转型，服务社会各行各业。 

2018 园区管委会 
六、发展健

康管理服务

进一步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鼓励三级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机构执业医师及个体执业医师

与居民有偿签约，提供健康管理服务。 
2017－2020 各功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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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金牛区医药健康产业“十三五”期间重点招商对象名单 
 
企业／项目名称 细分产业 主要产品／业务 项目优势 

上海复星医药 化学药 
心血管、抗肿瘤及免疫调节、中枢神经系统、血液系统、新陈代谢及消化道及抗

感染等领域 

中国医药工业百强，国内领先的研

发团队 

赛进制药有限公司 化学药 
抗肿瘤类、抗感染类、心血管类注射剂产品、预填充注射剂和其他临床常用药物，

涉及脂质体及纳米技术、大分子生物制剂、药物缓控释制剂及靶向等新领域 

通过 U.S. FDA 认证，并与本区康弘

药业有限公司项目合作密切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

有限公司 
现代中药 中医药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及相关健康服务 

中国制药工业百强、中国最具竞争

力医药上市公司 20 强 

天士力制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现代中药 

心脑血管系统用药、抗肿瘤与免疫系统用药、胃肠肝胆系统用药、抗病毒与感冒

用药 

单品复方丹参滴丸位居全国单产品

销量之首 

益佰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 
现代中药 

克咳家族系列、艾迪注射液、银杏达莫注射液、注射用洛铂、复方斑蝥胶囊、理

气活血滴丸、前列癃闭通颗粒等众多优势品种 

国家级创新型试点企业，国家地方

联合工程研究中心、西南民族药新

型制剂工程研究中心 

中国生物技术集团

公司 
生物制品 预防、治疗、诊断用生物制品 200 余种 

国内最大从事疫苗和血液制品研究

及生产的专业机构 

泰格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生物制品 

医疗器械、诊断试剂及保健食品等的 I- IV 期临床试验、注册申报、生物统计、医

学翻译和研发咨询 

中国领先的临床研究合同研究组织

（CRO） 

北京天坛生物制品

股份有限公司 
生物制品 疫苗、血液制剂、诊断用品等生物制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重要生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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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项目名称 细分产业 主要产品／业务 项目优势 

中药材天地网 医药流通 
中药材商品市场信息采集与分析、中药材信息资讯与咨询、中药材商品网上交易

和线下撮合 

全球唯一中药材综合行业信息及电

子商务平台 

阿里健康 医药流通 医疗支付体系和药品信息库与流程监管标准的云服务平台 国内领先的医药健康电商运营平台 

中国医药集团总公

司 
医药流通 

现代物流分销一体化运营平台，全国医药零售连锁网络、全国麻醉药品配送网络、

全国生物制品营销及冷链配送网络、全国医疗器械耗材产品配送网络 

中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全、综合

实力最强的医药健康产业集团 

国药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 
医药流通 国内外药品及保健品制造商及其他供应商提供分销、物流及其它增值服务 

中国最大的药品及医疗保健产品分

销商及领先的供应链服务商，公司

拥有并经营中国最大的药品分销网

络 

四川保众堂药房有

限公司 
医药流通 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制剂、生化药品 代理 OTC 品种，发展第三终端业务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 
医药流通 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制剂、生化药品 中国医药商业 20 强 

深圳海王集团 医药流通 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制剂、生化药品 海王生物、海王英特龙、海王星辰 

华润医药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 
医药流通 

在药品制造和医药分销方面均具有雄厚的产业基础和领先优势，并致力于打造全

产业链协同发展平台。 
国内大型药品制造和分销企业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医药流通 

西药、中药和医疗器械批发、物流配送、零售连锁以及电子商务为核心业务的股

份制企业 

国内最大的民营专业第三方医药物

流服务提供商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健康养疗 美容口服液、静心助眠口服液、花旗参茶、花旗参含片 国内知名药品、保健食品品牌 

养生堂药业有限公

司 
健康养疗 

龟鳖丸、朵而、养生堂天然维生素 E、养生堂天然维生素 C、成人维生素等保健

药品食品 

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中国保健品

领军企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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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项目名称 细分产业 主要产品／业务 项目优势 

第一健康集团 健康服务 
中国快速成长的国际健康管理连锁机构，提供高端健康体检(含基因检测)、企业

体检、疾病风险评估及预防、私人医生服务、慢病管理等多种健康服务。 

国际健康管理连锁机构，高端健康

服务第一品牌 

浙江通策控股集团 健康服务 
国内唯一一家以医疗管理、投资管理为主营业务的主板上市公司，致力于医疗与

保健服务。 
高端健康服务 

贵州百灵集团 健康服务 从事苗药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医药上市公司 高端健康服务 

北大医疗产业集团 健康服务 
依托北大医学院的专家资源、医院管理经验和完善的医教研体系，打造覆盖全国

的综合医院和专科医疗服务网络。 
高端健康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