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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的话 / 中经健康智库是《中国经营报》发起创办的高端服务平台，旨在搭建政府卫生部门、医疗机构和医药大健康企业的桥梁，并为它们提供理论、策略和渠道支持，
解读医药大健康产业市场规律，探讨新医改风向，助力健康中国。
中经健康智库访谈录汇集来自国内外各大医疗机构、医学科研院所的专家和知名学者，贴近政府卫生、食药监部门的政策制定者和建议者，医药制造、医疗服务等领域的杰
出贡献者，以他们独到的视角，洞察大健康产业前沿形势与发展机遇。

120 创始人、中国医学救援协会会长李宗浩：

应急救援体系亟须“中国标准”
本报记者 高瑜静 曹学平 北京报道

作为生命救护的第一站，”急救”
在救死扶伤情景中的重要性不言而
喻。 正如心肺复苏急救医学创始人彼
得·沙法（Peter Safar）曾说道，
“
全球大
约四分之一的人的生命，是在不该离
世时而失去；在这些人中，大约有一
半的人，如果能不失时机地在现场得
到有效急救，他们是可以获救的”。
为急危重症患者争取宝贵的
“黄金时间”，是我国急救站、急救中

心成立的初衷， 也是我国医学救援
体系建立的基础。
近日，《中国经营报》 记者独家
专访了 120 创始人、 中国医学救援
协会会长、教授、主任医师李宗浩，
对中国急救体系的发展历程进行回
顾和展望。李宗浩认为，当前我国医
学救援事业还没有适应正在飞速发
展的现代化建设需要， 没有满足广
大人民群众对生命质量、 生命保障

立体化救援体系
正如一个军队有陆海空装备，我们的急救体系也应该包括地面的救护车、水上的救护艇，空中应该有直升机、固定翼飞机，形成
一个立体化的救援体系。
《中国经营报》：你的办公室墙

空中急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更

牙的伊比萨岛，成功地抢救了一位

我们的急救体系也应该包括地面

上有一张你乘直升救护机的照片。

是启示了我要在中国创建空中急
救的理想。 1987 年 9 月，我应邀赴

88 岁急性心肌梗死垂危妇人。 那
是我第一次在欧洲上空作固定翼

的救护车、水上的救护艇，空中应
该有直升机、固定翼飞机，形成一

德国期间， 受联邦德国空中急救
总部(DRF)委托，我曾与一名麻醉

飞机的医学救援。 这件事无论对
我个人，乃至对中德在急救领域的

个立体化的救援体系。
近年，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民

医生及一名护士， 夜间飞往西班

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众急救意识的提高，以及现实生活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由于地
面救护的不及时性，联邦德国开始
建设空中救护体系。 最终实现了

中的需要，建设空中急救成为当务
之急。 科学、有序、规范化地创建我
国空中急救模式， 更是重中之重。

你近年在空中救护领域多有着力，
主要是出于哪些考虑？
李宗浩：1983 年我第一次到
德国（那时还是西德）考察，对其

的要求。推动医学救援的体系化、综
合性及标准化建设是当务之急。

萌芽生长
作为中国首都的北京，必须有一个现代化的急救中心，在
“
中心”下
有众多星罗棋布的急救站、点，于城郊四处形成一个急救网络。

50 公里半径的空中急救， 三十多

包括对机上救援人员的规范培训、

个直升救护飞机站形成有效的空

机上救援物资配备的标准化等等。

中急救网， 覆盖了 90%以上领空，
对及时有效地抢救各种危重病人

《中国经营报》：目前在国内发
展空中急救， 动辄数万元的高昂费

和意外伤害事故发挥着重要作用。
后来，联邦德国又使用轻型喷气式
飞机可以飞越重洋，跨洲救护、运
送病人。

用，让直升机医疗救援被贴上
“
富人
专属”的标签。 在你看来，直升机医
疗救援应该如何在商业逻辑中兼顾
公益？

无论是常态下和突发灾害情
况下，空中救护都十分重要。 我国

李宗浩：推动医疗保险发展，
从而消化部分空中救护成本，是国

地域辽阔，进行空中救护光有直升
机还不够，需要直升机与固定翼飞
机结合，实现上千公里甚至跨洲越

际通行的做法。 不是任何紧急救
援情景都需要出动空中救护。 关
于通过保险来分担空中救护成本

洋更长距离空中急救。 现在直升
机主要应用于近距离 200~400 公
里内的急救，是对地面救护的有效
补充。 大量直升机应该还是应用
于常态下，同时满足发生紧急突发

的机制，国际上已经有非常成熟的
经验，我们可以因地制宜地借鉴这
些经验。 我们现在当务之急是在
创建空中急救体系的同时，制定相
应的行业规范。 至于通过保险分

情况时的快速调用。
正如一个军队有陆海空装备，

担救护成本此类考量，都属于后续
的配套机制。

《中国经营报》： 你曾主持筹建

进”的。 报告书经过北京市卫生局上

了北京急救中心，极大改善了北京城
市急救服务。 你是在什么样的契机下

报后，很快被北京市政府、外经贸部
批准。 几年后，在外经贸部、卫生部、

主持筹建了北京急救中心？

北京市政府及卫生局等各级部门的

李宗浩： 这要回忆到 1982 年。
当时我是个年轻的医生， 还是很有

关怀支持下，建成了北京急救中心。
《中国经营报》： 关于我国急救

理想和抱负的。 当时在北京市人民
政府、卫生局等各级领导支持下，国

体系的建立发展历程，有一种观点认
为，
“汶川特大地震的医学救援经历

家外经贸部主持的一系列与意大利

和经验，推动了我国现代医学救援更

政府的谈判中， 由我负责北京急救
中心项目的谈判。 急救中心项目本

加科学、规范。 ”你怎么看？
李宗浩：应该说
“
加速了”更为确

来是作为一个较小的政府贷款项
目， 但我希望能由贷款项目转变成

切。汶川地震发生后，中国国家地震灾
害紧急救援队（以下简称
“
国家队”）在

获得赠款项目。 当时，我向时任国家
外经贸部谈判项目总负责人外资局

“
第一时间”奔赴现场。 当时
“
国家队”
携带移动医院所需的药品、 耗材、器

李岚清局长， 汇报了项目对首都建
设及人民健康的重要性。 他很赞成，

械、 设备达 280 类，1000 多个品种。
“
国家队”组织结构合理，救援任务明

并支持我的设想和谈判。 在一次会
上，李岚清局长还提及经贸部有人突

确，能在现场展开工作，全力在第一线
进行
“
挽救生命、减轻伤残”的处置。

我国现行的医学救援模式不能照搬国外，但也不能违背救援的客观规律，可分两步进行。

发心脏病，打医院电话就打不通（那
时北京市急救电话号码是 555678，
仅一条线）。 那时，李岚清局长说，北
京应该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急救中心，

通过汶川地震救援， 我们也意
识到一些需要改进完善的地方。 比
如，我国应该有更多
“
国家队”这样基
本状况的队伍。 我们的救援理念、科

《中国经营报》：我国是灾害频

是抢救心脏骤停最有效的措施。尽

心肺复苏与心脏除颤(CPRD)的行

发国家，有着各种各样的灾害，紧急
救援愈发重要。 在你看来，我国医学
救援体系还需要在哪些方面进一步

管近年来我国在心肺复苏领域积
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也取得了一
些重要进步。 但每年有 50 余万人

业规范标准。
《中国经营报》：目前我国应急
救援体系的标准化与规范化， 还需

客观规律，可分两步进行。 首先是
“120”模式应当与国际接轨。 我们
是从事院外救援， 不是办医院，要

要有很好的通讯、很好的网络、很好
的急救车、一个很重要的急救体系。
谈判成功后，我被北京市政府任
命为北京急救中心项目主任，并负责
起草执笔《北京急救中心可行性研究
报告》。 在报告中我论述了，作为中国

技等要在全社会更广泛地普及。我们
如果再沿用医院模式来指导现场尤
其是重大灾害事件的抢救，不仅是事
倍功半，更是勉为其难。因此，我们需
要学习借鉴国外已有的成熟经验机
制。医学救援的理念是
“
挽救生命，减

完善？
李宗浩： 我必须明确并强调
“空中急救” 主要是用于常态下危
重急症、创伤救护的伤病，灾害毕

发生心脏猝死， 抢救成功率不高，
原因有多方面。 比如，城市急救网
络的不健全等等。 同时，与目击者
实施 CPR 操作不规范，CPR 技术

要在哪些方面着力？
李宗浩：我国的医学救援需要
建立起标准。 一方面，可以促进我
国的现代医学救援水平能够更科

彻底纠正“120”办医院问题。 我们
应该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以当
前严峻的天灾人祸形势为鞭策驱
动， 所以应当按照科学规律办事，

竟发生率较低。
心脏骤停是临床上最危重的

远未普及也有重要关系。 因此，制
定符合中国国情，尤其适合医院外

学和规范。 另一方面，也要动员民
众参与到医学急救中，加强对民众

应以人类已取得的文明成果共享，
而不应拒绝。应该尽快统一呼救号

首都的北京，必须有一个现代化的急
救中心，在
“
中心”下有众多星罗棋布
的急救站、点，于城郊四处形成一个

轻伤残”并与之相适应的知识、技能，
同时更涉及体制等一系列问题。政府
及主管部门应该认真地来研究，社

病症之一。 在我国，根据 2008 年的
最新资料，每年因心脏骤停而致心

现场环境的心肺复苏指南，规范我
国心肺复苏技术， 是我国医学救

的医学救护知识普及，使在第一现
场的群众能够在第一时间给予患

码，这不仅能够方便民众，更有利
于救援资源的整合，各类救援机构

急救网络。 这个急救网络应该是
“
通
讯灵敏、指挥有效、抢救及时、技术先

团、专家学者们应该责无旁贷地来帮
助政府做好这件事情。

脏性猝死的总人数估算约为 54.4
万人。 目前， 心肺复苏术（cardio

援、公共卫生及心血管急救行业乃
至整个医学界的一项重要任务。目

者或伤员正确的医学救护。 此外，
加强国际合作和交流。

行动的统一、协调、高效。待条件成
熟后，再与警察、消防等部门有机

pulmonary resuscitation，简称 CPR）

前，我正在积极制定科学、规范的

我国现行的医学救援模式不

中国医学救援协会会长李宗浩

亟须“
中国标准”

冠昊生物易主后又重启收购争议标的
本报实习记者 伍月明

超过 20%。 此前，冠昊生物股价持

记者 曹学平 广州报道

续下跌。 自 7 月 18 日复牌后，冠
昊生物连收 4 个跌停， 截至 7 月
23 日收盘报价 13.75 元， 区间累
计跌幅 34.57%， 市值蒸发 16.09

冠昊生物曾公示一份定增预案，
拟以 18 亿元现金收购深圳市医
盛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以下简称
“医盛投资”) 持有的惠迪森 100%
股权。 2017 年 9 月，冠昊生物终止

亿元。
值得关注的是， 冠昊生物正
在推进收购浙江惠迪森药业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惠迪森”)股权的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实际上，早在 2016 年 10 月，

了此次收购事宜。
冠昊生物为什么会重启收购
收购惠迪森？ 《中国经营报》记者
为此多次致电冠昊生物董秘处寻
求采访， 对方称最近事务繁忙为
由拒绝。

公告显示， 惠迪森公司成立
于 2004 年 7 月 6 日，是一家生物
医药领域公司， 经营范围为粉针

和王超签署了框架协议。
事实上， 此次收购标的惠迪
森与冠昊生物早有渊源。

迪森产品拥有发明专利， 并不能
表明其盈利能力较好。
2017 年 9 月， 此次收购事宜

剂（含头孢菌素类）生产；药品、诊
断试剂、医药中间体、医疗器械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

早在 2016 年 10 月 ， 冠 昊 生
物曾公示一份定增预案， 拟以
18 亿 元 现 金 收 购 深 圳 市 医 盛

终止。 冠昊生物称是因为资本市
场和公司自身的一些变化， 终止
该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并撤回

2018 年 7 月 17 日， 根据冠
昊生物公告显示，本次交易方案
为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或支付
现金方式收购惠迪森控制权。

投 资 有 限 合 伙 企 业 （以 下 简 称
“医 盛 投 资 ”） 持 有 的 惠 迪 森
100%股权。
收购前， 惠迪森正处于利润

申请文件。
时隔两年， 冠昊生物再度重
启收购。 2018 年 7 月 24 日，记者
多次致电冠昊生物， 询问再次收

交易各方仍在就交易方案的细
节进行沟通协商，交易对方尚需
履行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 本
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

高增长期。 据年报显示，2014 年、
2015 年、2016 年上半年， 惠迪森
销 售 收 入 分 别 为 8628.34 万 元 、
2.53 亿元和 2.42 亿元， 净利润分

购争议标的以及重组前进行实控
人更改的缘由， 但对方表示现在
不便回应。
记者注意到，2018 年 7 月 21

生变更。
公告提到， 经过前期多次谈

别为 679.58 万元、8088.86 万元、
7390.83 万元。

日，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 14
批次药品不符合规定的通告

判与沟通，公司已与广州永金源投
资有限公司、深圳市医盛投资有限

彼时， 有投资者对冠昊生物
收购惠迪森的事宜提出质疑，惠

（2018 年第 63 号）显示，经海南省
药品检验所检验， 标示为浙江惠

合伙企业的有关投资方广东知光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阳和生
物医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朱卫平

迪森与冠昊生物主业无协同性，
其利润的高增长主要是源于限抗
令对于普通抗生素的限制， 而惠

迪森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 1 批次
注射用拉氧头孢钠不符合规定，
不符合规定项目为有关物质。

7 月 26 日， 冠昊生物科技股
份 有 限 公 司（300238.SZ， 以 下 简
称“冠昊生物”）股票强势封涨停
板，出乎市场预料。
7 月 27 日， 冠昊生物公告指
出， 股票于 2018 年 7 月 24 日、7
月 25 日、7 月 26 日连续三个交
易日， 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

重启收购惠迪森

能照搬国外，但也不能违背救援的

结合。

实控人变更
2018 年 4 月 8 日晚间，冠昊生
物披露， 公司控股股东广东知光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广东知
光”）及实际控制人与广州永金源投
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永金源投
资”）签署协议，公司实际控制权拟
发生变更。
公告指出， 控股股东广东知
光、实际控制人朱卫平、徐国风与
永金源投资签署《增资协议》，永金
源 投 资 拟 增 资 广 东 知 光 10.6 亿
元，取得广东知光 98%股权。 增资
完成后，永金源投资将成为广东知
光的控股股东，永金源投资实际控
制人张永明、林玲夫妇成为公司实
际控制人。

在冠昊生物就实控人变更事宜
回复证交所的关注函中提到，永金源
投资实际控制人张永明、林玲夫妇具
有较强的资金实力， 除冠昊生物外，
张永明、林玲夫妇直接及间接控制两
家 A 股上市公司 5%以上股权， 并控
股及参股多家非上市公司。
其中，张永明、林玲夫妇通过
北京天佑、江苏天佑、西藏天佑合计
持有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002239.SZ）23.67%的股份，因此
其下属子公司、 参股公司均为张永
明、林玲夫妇的关联企业。
财报显示，2015 年，公司实现营
业收入 22617.25 万元， 营业利润为
6167.46 万元，利润总额为 7421.38 万

元；营业利润为 6712.71 万元，利润总
额为 7319.13 万元。
尽管近三年来，公司的营业收
入有所突破，但是在利润总额方面
始终稳定在原始基数左右。 据年报
指出， 随着 2016 年以来国家及各
地方政府陆续出台的“两票制”新
政， 为适应政策要求及市场需要，
公司将需要调整优化目前的营销
体系。 若公司不能较好调整并适应
新的经营环境，公司经营将面临不
利变化。
根据冠昊生物最新提供的
2018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显示，2018
上半年公司业绩不仅同比腰斩，而
且如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净利润

值得注意的是， 永金源投资于
2018 年 3 月 23 日成立， 尚未开展具
体业务， 因而也引起外界对其收购实
力的怀疑。

元。 2016 年，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1278.97 万元， 营业利润为 5828.70
万元，利润总额为 7739.87 万元。2017
年，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5036.70 万

甚至将出现亏损。 公司归属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
-70%至 -49%， 盈利约 500 万元至
1000 万元。

自 7 月 18 日复牌以来，冠昊生
物连收 4 个跌停。 7 月 20 日，冠昊生
物公告显示，股票于 2018 年 7 月 18
日、7 月 19 日、7 月 20 日连续三个交
易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
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2018 年 7 月 23 日起六个月内，累计
拟增持股份数量不低于目前公司总
股本 265155701 股的 6%（含本次已
增持股份）。
7 月 26 日，冠昊生物强势封涨
停板。
7 月 27 日， 冠昊生物公告指出，

产重组事项， 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事项最终方案尚未确定， 存在变更
或终止的可能性。 公司控股子公司
北京文丰天济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和
广东中昊药业有限公司正在拟筹划
引入战略投资者进行产业整合并拟
筹划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事宜，

为提振公司股价， 公司实控人
张永明、林玲夫妇出手护盘。 冠昊生
物 7 月 23 日发布公告，公司实际控
制人张永明、 林玲夫妇通过增持人
北京世纪天富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
合伙）当天增持 976.63 万股，占公司
总 股 本 的 比 例 3.6832% 。 计 划 自

股票于 2018 年 7 月 24 日、7 月 25 日、
7 月 26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
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对于这一股价异动， 公司称目
前经营正常， 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
在更正、补充之处。 另外，公司正在
继续推进收购惠迪森股权的重大资

本报记者注意到，7 月 26 日，冠

左手增持右手质押

昊生物公告，公司于近日接到公司控
股股东广东知光的函告，告知将其所
持有的公司股份 2043 万股办理了质
押登记业务。 股份质押后，累计质押
股份 5494 万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
74.80%，占公司总股本的 20.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