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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吴瑕）

昨天，广

州市新闻办举行2020年首场市政府部

门定期发布会，由广州市发展改革委就

广州“提升全产业链协同水平，全力打

造全球生物医药产业新高地” 进行发

布。 市发改委牵头对市政府2018年印发

实施的《广州市加快生物医药产业发展

若干规定》

（下称《若干规定》）

进行了修

订， 报经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即

将正式印发实施。

《若干规定》中明确，对于生物医药

企业，进入临床研发阶段最高累计可获

得2700万元奖励；产业化阶段，最高可

获得1亿元补助；再加上技改、一致性评

价、引进技术等其他补助，同一企业不

同阶段的项目累计可获得近1.5亿元支

持。

去年广州就有 12个新药上市

发布会上， 市大湾区办常务副主

任、 市发改委副主任陈建荣介绍， 近

年来生物医药产业保持年均 10%左右

的增速， 产业规模不断扩大， 形成了

以现代中药、 医疗器械、 健康服务等

为主导， 以再生医学、 精准医疗、 体

外诊断等优势产业为辅的产业集群，

构建从技术研发、 临床研究和转化中

试到产业化的完整产业链。 2019 年，

全市医药制造业和医疗器械设备制造

业分别增长了 10.2%和 53.5%。 可以说，

生物医药产业是广州市最有基础、 最

有条件、 最有潜力培育成为未来新兴

支柱产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之一。

其中， 广州在生物医药领域的创

新成果捷报频传。 近五年， 广州市共有 30

个药品

（含

1

类新药

7

个）

、 5791个第二、

第三类医疗器械获批上市， 其中药品上

市以 2019 年最多， 共有 12 个。 海赛

特药业研发的创新中药获得生产批号，

填补国内安全有效治疗银屑病的空白。

百奥泰成功研制出国内首个阿达木单

抗生物类似药并获批上市。 目前在研

的药品达 340 个， 其中， 香雪精准医

疗研发的国内首个高亲和性超强特异

性 T 细胞注射液获准临床， 创下国内

新药审批最快记录。

同时 ， 广州现有生物医药企业

3700 多家， 其中包括 175 家药品生产

企业和 1110 家医疗器械生产企业， 总

数量仅次于北京和上海， 位居全国第

三； 生物医药上市企业 37 家， 总市值

超过 2600 亿元， 位居全国第五； 生物

医药与健康领域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超过 1000 家， 位居全国前列。

诺奖得主领衔项目最高奖励1亿元

根据 《若干规定》， 市政府各部门

拿出“真金白银” 彰显信心和决心。

对于生物医药企业， 临床研发阶段， I、

II、 III 期都委托广州地区临床试验机

构开展， 最高累计可获得 2700 万元奖

励； 产业化阶段， 最高可获得 1 亿元

补助； 再加上技改、 一致性评价、 引

进技术等其他补助， 同一企业不同阶

段的项目累计可获得近 1.5 亿元支持，

同时符合各区其他扶持政策规定的，

还可以申请同时享受市、 区政策支持。

而对于 GLP、 CRO 等研发机构， 从公

共平台建设、 取得国家认证、 到开展

服务运营各阶段可分别获得 100 万元

到 6000 万元不等的奖补。 对于 GCP

机构、 临床研究病房等医疗机构， 在

全国率先实行对 GCP 机构完成临床试

验项目奖励， 还有 I 期临床研究病房建

设、 床位补贴等都有数百万元支持。

此外， 对于临床研究人员， 通过体制

机制创新给他们松绑， 鼓励科研成果

转化、 允许兼职取酬、 离岗创业， 激

发他们的创新活力和动力。

此外，《若干规定》中明确，聚焦提

升制造环节现代化水平，打造一批高端

高质高新的制造业集群。 一是对重大项

目支持上不封顶，“卡脖子”关键核心技

术的重大公共技术平台、高端产业化项

目，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

心重大生物医药产业项目，经市政府同

意，“一事一议”给予扶持。 二是重点支持顶

尖人才团队的产业项目，诺奖、拉斯克

医学奖得主以及两院院士领衔的产业

项目，按照最高1亿元给予支持。 三是加

快推动重磅新药创新器械实现产业化，

新药、中药经典名方、创新和优先审批

医疗器械等产业化项目，最高补助5000

万元。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刘俊 通讯

员 陈虎辉 郭晓春）

近日，广州地铁

二十二号线祈福站主体结构全部封

顶，成为全线首个封顶的车站。

记者从广州地铁获悉， 截至目

前， 二十二号线土建工程累计完成

37%；8座车站中，4座车站正在进行

土建施工，其余4座进行前期准备；7

个区间中，3个区间进行土建施工，

其余进行前期准备。 陈头岗停车场

正在进行土建施工。

据介绍，二十二号线工程

（番禺

广场至白鹅潭）

，全长30.8公里，均为

地下线，共设车站8座 ,设陈头岗停

车场1座。 车辆运行设计时速160公

里。 线路建成后将串联番禺区和荔

湾区，连接广州南站、白鹅潭枢纽等

大型铁路枢纽，发挥市域快线功能。

祈福站位于番禺区市广路主干

道， 北接广州南站， 南接番禺广场

站。车站主体长450.8米，宽35.1～43.3

米，深基坑开挖20.7～27.3米，为地下

两层岛式车站， 采用明挖顺筑法施

工。

（文中涉及站名均为工程暂定名）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成小珍）

记者

12日从广东科学中心发布的通告中获

悉，为优化观众体验，提供便捷、舒适、

安全的参观环境，自2月1日起，广东科

学中心将试行全网购票，取消人工窗口

售票。

该通告中说，届时观众可通过广东

科学中心官方微信公众号

（微信

ID

：

gd鄄

kxzx

）

，以及第三方合作平台购票。 网购

成功的观众请在线生成二维码电子票

或到自助取票机兑换纸质票券进馆

（详

见广东科学中心全网购票服务指引 ）

。

据了解，展馆门票预售期均为7天

（含当

天 ）

，电影票

（含科普电影和商业电影 ）

预售期详见科技影院排片信息公告。 购

买展馆门票时须指定参观日期，并在指

定日期当天前往参观；购买电影票须指

定观影日期及场次，并在已购票场次放

映前5分钟到相应影院检票观影。 展馆

门票于15：30后停止购买和兑换当天游

览门票，科普电影票于影片放映前10分

钟停止购票。

据悉，通过该中心微信公众号或官

网购买门票、科普电影票的游客，凭订

单信息到一楼票务服务窗口开具发票。

广州发布生物医药产业“大礼包”

在穗生物药企最高可获补1.5亿

二十二号线祈福站

成首个封顶车站

广东科学中心2月起试行全网购票

拟取消人工窗口售票，展馆门票预售期均为7天

●

购票渠道

1.广东科学中心官方微信公众号

（微信

ID

：

gdkxzx

）

等。

2.团体购票请详见《广东科学中心团体预约》。

●

验票说明

1.展馆门票和科普电影：凭8位数字取票码和购票时录入的手机号码后

4位，到自助取票机兑换纸质票，或在线生成二维码电子票进场。

2.商业电影票：凭16位数字码或者取票二维码到自助机兑换纸质票进

场观映。

3.团体观众请根据团体预约服务指引进馆。

●

退票说明

1.如未取票的门票订单，可在线自主退票；已取票未使用的订单，请到

一楼票务服务窗口办理退票；亲子套票、家庭套票退款时不支持拆分退款。

2.如未使用的电影票订单

（含科普电影和商业电影）

，在观影场次开场

前一小时可申请退票，逾期不退不改。

3.如未能在网上成功办理退票，请凭订单扣费记录、取票码短信到广东

科学中心一楼票务服务窗口咨询退票事宜。

4.关于不可抗力闭馆的退换票方案请见《关于不可抗力闭馆的退换票

方案》。

如有疑问，请拨打020-39348080或020-39348136进行咨询。

全网购票服务指引

赵乐际在主持会议时指出，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站在实现“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深刻

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历史性成

就，深刻阐释我们党实现自我革命的成

功道路、有效制度，深刻回答管党治党

必须“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

么”的重大问题，对以全面从严治党新

成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作出战略部署。 讲话高屋建瓴、统

揽全局、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对推动全

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大指导

意义。 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以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

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坚定稳妥、稳中求进，

把“严”的主基调长期坚持下去，不断巩

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

书记， 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

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

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

志以及中央军委委员出席会议。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中央和

国家机关各部门、各人民团体主要负责

同志，军队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

加会议。 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举

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以及军队有关单位设分会场。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

查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于1月13日在北

京开幕。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

会主持会议。 13日下午赵乐际代表中央纪

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作题为《坚持

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为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提供坚强保障》的工作报告。

一以贯之全面从严治党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提供坚强保障

（上接

A0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