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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科技战
“疫”中的
“广东密码、黄埔现象”
▶ 曾妮

徐洁芹

3 月 16 日夜，
位于黄埔区、广州高新区开源大
道的广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纳米科技创新研究院
灯火通明。中科院院士、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主任赵
宇亮正带领团队，
加班加点研发一款全自动高通量
的新冠肺炎核酸检测试剂盒。
同一时间，
相似的场景也在黄埔区、
广州高新
区达安基因、
金域医学、
达博生物等企业上演。园
区172家企业、
科研单位一级响应，
以临床救治和药
物、
疫苗研发、
检测技术和产品、
病毒病原学和流行
病学、
动物模型构建为五大主攻方向，
全方位构筑
防、
控、
治一体化的疫情防治体系，
在防控疫情阻击
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检测试剂和治疗药物研发方面，
黄埔在全
国遥遥领先，
速度在全国屈指可数。大家把这种以
科技创新作为抗击疫情的主力军的现象称为
‘广东
密码、
黄埔现象’
。
”
赵宇亮院士评价道。

科学
“防”
七家企业开展疫苗攻关研发
毋庸置疑，
人类同疾病较量最有力的武器就是
科学技术，
人类战胜大灾大疫更离不开科学发展和
技术创新。
在达博生物实验室，
研发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
着。在广东省防治新型冠状病毒科技攻关专项中，
达博生物牵头承担
“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疫苗
的开发生产”
课题任务，
团队必须日夜兼程。该公司
董事长黄文林1月26日从美国返回国内，
应广东省
科技厅之邀，
带队攻关新冠肺炎病毒疫苗的研发工
作。回国以来，
黄文林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实验室里。
达博生物目前正在研发的疫苗，
采用的是一种
被称为
“亚单位疫苗”
的技术。黄文林介绍说，
在大
分子抗原携带的多种特异性的抗原决定簇中，
只有
少量抗原部位对保护性免疫应答起作用。通过提
取病毒的特殊蛋白质物质，
就能筛选出具有免疫活
性的片段，
这样制成的疫苗就是亚单位疫苗。
目前，
达博研制的新冠肺炎疫苗已进入药监快
速审批通道，
最近一次的综合测试效果良好，
相关
数据符合预期。
与达博一道在疫苗研发生产的赛道上全速奔
跑的，还有同属黄埔区、广州高新区的另外 6 家企
业。其中，恩宝已构建出 2 株腺病毒载体疫苗及

赵宇亮对黄埔区、
广州高新区努力打造生物医
药产业集群的成绩十分肯定：
“这里打造了一批高
水平的实验室，
为我们疫情攻关预备了一支在全国
领先的科技队伍。在疫情来势汹汹的时候，
我们可
以在第一时间，以最快的速度把研发团队聚集起
来，再加上这里本来有的雄厚的生物医药产业基
础，
两者一结合，
为我们高效率、
高质量打赢疫情防
控战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

研发
“治”
“肺炎二号”
有望
“黄埔造”

广州高新区企业达安基因被选为广东省新冠肺炎诊断检测机构之一
DNA 疫苗，
于 1 月 31 日免疫了小鼠。目前正在进
行抗原序列优化，
并针对优化序列合成新的疫苗。
有了疫苗，
人类就有希望掌握抑制新冠肺炎的
钥匙。在广东，
“新冠疫苗研发与生产”
已经被列入
国家重大专项。来自广州市黄埔区的达博、
恩宝、
锐博等7家科技企业成为广东省新冠肺炎疫苗研制
的绝对主力。

精准
“控”
适用机场的快速检测盒正在研发
2 月 28 日，
黄埔区、广州高新区举行第一季度
重大项目签约及集中开工动员活动，
87个项目投资
总额 1335 亿元。赵宇亮院士领衔的广东粤港澳大
湾区国家纳米科技创新研究院纳米生物安全中心
同日揭牌。活动结束后，
赵宇亮和他的团队小伙伴
就一头扎进实验室里连续奋战。
“我们广纳院已经生产了第 1 代核酸检测试剂
盒，
目前第 2 代手掌大小的便携式病毒检测试剂盒
基本上趋向成熟。便携式病毒检测试剂盒产品适
合于移动的人群，
比如车站、
机场、
家庭、
社区。
”
赵
宇亮说，
针对近期机场等出入境关口防控压力，
他

李剑锋/摄

和团队还在研发第3代全自动高通量的试剂盒。
“针
对国外输入的压力，
一个飞机班次的人来了，
我们
用这种高通量的快速检测就可以进行批量检测，
不
至于造成大量人员积压在机场。
”
在检测试剂盒研发生产方面，
黄埔区、
广州高新
区可谓是
“强手如林”
。在通过国家药监局（NMPA）
检测试剂盒应急审批的17个产品中，
广东省有3个
产品（达安、
万孚、
和信）出自黄埔。近日，
该区达安、
凯普、
万孚试剂盒获欧盟CE认证，
占全国10个获认
证企业的三成。金域、
达安、
华银、
凯普入选广东省
新冠肺炎诊断检测机构，
占广东省的4/5，
检测能力
占广东省的九成以上。钟南山院士团队与和信科技
研发出的抗体快速检测试剂盒，
仅需采取一滴血就
可在15分钟内肉眼观察获得检测结果，
且患者的血
浆稀释500-1000倍后，
仍能检测出阳性条带。
作为全国第三方检测的龙头，
黄埔区、
广州高
新区金域医学、
达安基因驰援全国，
发挥了重要作
用。疫情发生后，
金域医学调动了200多名PCR检
验员、
2500 人的医疗冷链物流团队，
并利用新检测
方法将筛查速度提升 5 倍，
把日检测样本能力提升
到超 1 万人份，
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开展新冠肺炎的
标本运输及检测工作。

在新冠肺炎疫情发布的第一时间，
位于广州国
际生物岛的广州再生医学与健康广东省实验室发
挥龙头力量，
联合中科院广州健康院、
中山大学孙
逸仙医院，
以结果为导向遴选项目，
围绕快速诊断、
药物研发和疫苗3个方向部署了9个紧急科技攻关
项目并取得初步进展。
广东省实验室提出氯喹等老药新用方案也与
医院开展联合攻关，
已完成患者入组 120 例，
治疗
效果良好。近日，
钟南山院士与欧洲呼吸学会主席
视频连线时特别提到，
磷酸氯喹的耐受性较好，
初
步数据显示，
相当一部分患者服药后出现病毒检测
转阴的情况。
被人们所熟知的“肺炎一号”诞生在广东，其
实，还有另外一个西药特效药也正在紧急研发。
在这里，一支留美归国的科学家团队——恒诺康
医药正日夜加班，
对一款已进入 II 期临床、
被多个
实验室证明能够有效对抗新冠肺炎病毒感染的新
药加紧攻关。目前，
恒诺康团队已完成中试合成，
有望成为给感染患者带来福音的
“肺炎二号”
。
在生物医药资源丰富的黄埔区、
广州高新区，
广东省实验室同期组织优势兵力，
开展了多组重大
研究课题。在诊断方面，
针对疫情快速扩散和快速
确诊，
布置了快速检测试剂盒和多重快速检测试剂
研发项目；
在药物研发方面，
从新药合成研发、
老药
新应用、
靶向药物研究、
ITNK细胞治疗和寻找优化
治疗病毒导致呼吸窘迫症方案等五大方面进行科
研攻关；
在疫苗方面紧急部署了“基于 7 型腺病毒
(Ad7)载体的新冠肺炎疫苗”的科研项目……这些
重大科研项目，
将在接下来的抗疫攻坚战中发挥重
要作用。

大科研
建设国家生物安全综合治理试验区
硬核科技支援全国战
“疫”
！近日，
广东省委全
面深化改革委员会提出，
支持广州市黄埔区建设国
家生物安全综合治理试验区。
“作为生物医药领域国家实验室的后备队，
我
们决定成立广州生物安全创新研究院。
”
中科院院
士、广州再生医学与健康广东省实验室主任徐涛
说，
该院将打通从基础科学发现、
关键技术突破到
产业应用的完整创新链，
构建集
“侦检消防治”
于一
体的综合性生物安全科技高地和产业高地。
赵宇亮领衔的广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纳米科
技创新研究院也于近日在广州黄埔港动工。我国
纳米科技基础研究已经走在世界最前列，
拥有21万
件专利，
但转化率不到 1%。广纳院的落地，
有望让
黄埔区、
广州高新区成为引领世界纳米科技核心技
术的创新源头。
在病毒病原学和流行病学方面，
黄埔区、
广州
高新区 3 家单位发挥了重要作用。在
“广东省防治
新型冠状病毒”
科技重大专项中，
广州生物医药与
健康研究院牵头承担
“致病机理研究”
课题，
创芯国
际生物科技公司牵头承担
“用于新冠病毒药物筛选
的类器官模型的开发”
课题，
金域医学承担了
“新冠
病毒溯源与流行病学研究”
，
目前都进展顺利。
赵宇亮说，当新冠肺炎疫情来袭，黄埔区、广
州高新区是全国最早组织起强大科研力量的地
方之一，172 家生物医药战“疫”企业和科研单位
参与了此次疫情的防控工作。在国家审批的相
关检测试剂和治疗药物研发方面，黄埔在全国遥
遥领先，可以说中国最系统的研发基地之一就在
黄埔。黄埔能在最短的时间把所有科技力量快
速组织起来，构建了从中科院院所到企业、研发
团队整个产学研链条，速度在全国屈指可数，这
样的科研环境绝无仅有。
“ 所以大家也把这种以
科技创新作为抗击疫情的主力军的现象称为‘广
东密码、黄埔现象’。
”
在赵宇亮看来，
“广东密码、
黄埔现象”
非常值
得研究总结，
也非常值得大力推广。通过产学研的
结合，
把科技用于疫情防护，
广东省、
广州市、
黄埔
区的探索和实践无疑领先全国。

广东出台《广州科学城创新发展行动方案》 2023 年实现五个方面大变化

广州科学城打造工业总产值“万亿”强区
▶ 曾妮
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智造中心”，这个重要的战略
布点落子广州科学城。
近日，广东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印发的《广州科学城
创新发展行动方案》提出，广州科学城要围绕建设具有国际影
响力的“中国智造中心”总体定位，全力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国际
科技创新中心重要引擎、国家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引领区。到
2023 年，广州科学城要实现五个方面大变化，R&D 占 GDP 比
重提高到 6%以上，建设工业总产值“万亿”强区，培育形成 100
家具有行业领先优势的单打冠军……

发展目标
2023 年要实现五个方面大变化
广州科学城是广州高新区的主体园区，也是粤港澳大湾区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广
州科学城以其雄厚的科技战“疫”力量而备受瞩目，159 家中小
型科技企业成为科技攻关主力军，4 家企业入选广东省诊断检
测机构（占广东省的 4/5）,3 个项目入选国家快速检测产品优先
支持项目（占全国的 1/3）。
《行动方案》提出，广州科学城总体定位是建设具有国际影
响力的“中国智造中心”，到 2023 年要实现五个方面大变化，完
成 21 项重点任务。五个方面大变化包括：发展空间实现大优
化、科技创新实现大突破、产业集群实现大提升、中小企业实现
大发展、对外开放形成大格局。
未来几年，广州科学城将开展空间扩容提质，规划面积扩
大至 145 平方公里，打造活力迸发的科技创新核，建设协同发
展的创新产业区、创新服务区和创新拓展区，构建产研融合的
科技创新集聚轴和先进制造业提升轴，形成“一核三区两轴”区
域创新发展新格局。

科技创新
R&D 占 GDP 比重提高到 6%以上
《行动方案》核心围绕“科技创新”做文章，提出将广州科学
城打造成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要引擎。不仅有
明确方向，还设定有详细的指标数据：到 2023 年，力争建设 1 个

以上大科学装置、10 家以上中科院系列科研院所、100 家以上
新型研发机构和国家级企业创新平台，R&D 占 GDP 比重提高
到 6%以上，
主要创新指标位居国家高新区前列。
为达成上述目标，
《行动方案》聚焦科技基础设施、一流科
研机构、产业技术平台三方面来“下任务”：布局重大科技基础
设施，支持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重要承载区，聚焦生命科
学、信息科学等重点领域，推进布局国家大科学装置、重要科研
机构和前沿科学交叉研究平台，率先推进生物安全产业体系建
设，打造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试验区；
集聚国际一流科研机构，与
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研究院、国家纳米科学中心等大院强所共
建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研究院集群；
建设高水平产业技术研发
和转化平台，
联合高等院校建设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平台。

产业创新
发展三大千亿级产业集群
一流的智造中心要有一流的产业集群，才能在国际产业链
中奠定全球地位。
《行动方案》明确指出，广州科学城要打造新
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三大世界级新兴产业集群，
建设工业总产值“万亿”强区，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占规模以上工
业总产值比重提升到 70%以上。
广州科学城将沿广州科学城瑞祥路，发那科、广州数控、瑞
松科技等 10 多家机器人企业林立，一条熠熠生辉的高端智能
装备产业带呼之欲出。未来，广州科学城将打造一批“无人工
厂”
“无人车间”示范项目，创建国家级工业互联网创新中心，推
动制造业加速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打造一批工业化
与信息化深度融合示范工厂。
广州科学城还将布局实施产业路径创新工程，对传统工业
企业新一轮技术改造，完善氢能、智能汽车、健康食品等产业布
局，促进石化、汽车、食品饮料等产业优化升级，重塑制造业的
技术体系、生产模式、产业形态和价值链条。

制度创新
赋予战略科学家、产业顶尖人才“六项权力”
““实施团队带头人全权负责制，赋予战略科学家、产业顶

尖人才用人权、用财权、用物
权、技术路线决定权、内部机
构设置权和人才举荐权”，为
激发人才创新创造活力，
《行
动方案》大力推进制度创新，
提出打造与国际规则衔接的
营商环境最佳实验地。
《行动方案》要求加快创
广州科学城航拍图
建国家级营商环境改革创新
实验区，深入开展知识产权
运用和保护综合改革试验，主动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
加强与港澳规则对接，创建国家自然资源管理综合改革试点，
鼓励土地复合利用、空间垂直兼容，构建激发创新、富有活力的
创新创业热土。
到 2023 年，广州科学城要实现行动期内市场主体数量实
现翻番，新增一批独角兽企业，培育形成 100 家具有行业领先
优势的单打冠军，产生 1-2 家对全球产业格局具有重要影响的
企业；
形成一批走在全国前列的民营及中小企业品牌，打造“中
小企业能办大事”
先行示范区。

开放创新
试点“保税+科技创新”
联动运行模式
创新发展不能“闭门造车”，开放才能汇聚更多创新要素资
源。
《行动方案》突出开放创新，致力于将广州科学城打造成服
务“一带一路”
重要支撑区。
一方面，要提升国际合作平台，深化与新加坡、以色列、欧
盟等国家和地区合作，建立常态化交流机制和实体化合作平
台。推动中国—沙特产能合作，鼓励企业开拓多元化海外市
场，
合作建设境外园区。
另一方面，要融入国际创新网络，加强与国际知名科学城
的联系，建立广泛的人才培养、科研项目、学术交流合作网络；
鼓励境外国际科技金融机构、科技行业组织落户广州科学城，
支持区内企业建设海外创新中心。
与此同时，广州科学城还要创新国际合作政策。比如，对
研发所需设备、样本及样品开展分类管理，提高相关设备、样品

李剑锋/摄
出入境审核效率；优先复制推广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经验，试
点建立“保税+科技创新”
联动运行模式。
通过一系列开放创新举措，到 2023 年，广州科学城要全面
建立国际化营商环境体系，投资贸易便利度进入国际前列，深
度融入全球创新网络，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 1000 件以上，设立
境外海外研发机构或技术合作平台 20 个以上。

智造新城
广州科学城 30 分钟可达白云机场广州南站
产业规划和城市建设是一体两面，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中国智造中心”，
同步需要高品质科创智造新城来支撑。
在产业空间方面，
《行动方案》提出打造集约发展用地新模
式。在合理新增建设用地规模的前提下，创新产业用地分类，
鼓励土地混合使用，优化土地供给结构。支持工业用地提高容
积率，
鼓励建设工业楼宇，
推动建设“摩天工厂”。
在交通方面，广州科学城的枢纽地位将进一步凸显。行动
期内，将规划建设广州东部新高铁站枢纽，完善高快速路网，打
造内连外通的区域交通枢纽，实现广州科学城 30 分钟可达白
云机场、广州南站等交通枢纽，建立便捷联系粤港澳大湾区中
心城市的 1 小时交通圈。
广州科学城的人文宜居环境将更加优越：超前布局下一代
互联网、5G 网络，推动社会公共热点区域无线局域网全覆盖。
全面提升广州科学城文化、教育、医疗、养老配套服务水平，完
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和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建设纳米
生物安全中心，
打造公共卫生防控样板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