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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9 月 2 日 至 7 日， 以“ 数 字

开启未来，服务促进发展”为主题的 2021

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举行。

以“数字健康 创新融合”为主题，本届服

贸会首度设立健康卫生服务专题。此次复星

携成员企业复星医药、复星健康、复宏汉霖、

复星凯特、复星康养、复星联合健康保险

等首度亮相服贸会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区。

展台位于首钢园区五号馆 S5T009 展台，

展位面积 120 平米，充分展示了复星“创

新驱动”的全球化深度产业运营能力，践

行“让家庭更健康，让生命更美好”的愿景，

聚焦前沿科技，带来抗肿瘤领域和国际合

作的创新成果展示，更面向大众，将家庭

一站式全生命周期健康产品，以多种互动

方式呈现。

展会现场，复星健康展台受到各路媒

体的高度关注和广泛报道，包括央视、人

民日报、新华社、中新社、北京日报、北

京商报等通过现场直播、视频、文字和图

片全媒体矩阵，超 1300 余篇报道全面关注

复星“创新驱动”的全球化深度产业运营

能力，践行“让家庭更健康，让生命更美好”

的愿景，报道聚焦前沿科技，抗肿瘤领域

最新产品和国际合作的创新成果展示。

展会期间，复星相关成员企业参与了

3 场行业论坛，2 场高峰闭门会，达成 2 项

签约合作，深入探讨科技前沿和创新性商

业合作模式。

展台及论坛吸引了中国外文局、北京

市卫健委、中国药促会等政府领导、行业

协会的关注以及媒体的广泛报道，央视、

人民日报、新华社、中新社、北京日报、

北京商报等通过现场直播、视频、文字和

图片全媒体矩阵聚焦复星“创新驱动”的

全球化深度产业运营能力。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复星在本届服贸会

的精彩时刻！

“创新驱动”成果齐聚复星展台

复星聚焦前沿科技，带来了抗肿瘤领

域和国际合作的创新成果展示，更面向大

众，将家庭一站式全生命周期健康产品，

以多种互动方式呈现。中国医药创新促进

会执行会长宋瑞霖、复星国际执行董事兼

联席 CEO 陈启宇到访复星健康展台，为多

个创新医药健康产品点赞。

复 星 健 康 展 台 在 本 届 服 贸 会 上

展 示 了 由 复 星 医 药 和 德 国 百 欧 恩 泰

（BioNTech）联合研发的 mRNA 新冠疫

苗 BNT162b2。同时，中国首个获批用于

慢性肝病相关血小板减少症的治疗药物苏

可欣（马来酸阿伐曲泊帕片）也广受关注。

复宏汉霖主要以视频展示、人员讲解

和抽奖互动等形式对产品及品牌进行展示，

包括 3 款已上市产品及丰富的在研生物药

产品管线。

复星凯特此次展出的国内首款获批准

上市的 CAR-T 细胞治疗产品奕凯达 ®（阿

基仑赛注射液）备受关注，公众期待未来

CAR-T 药品能在实体瘤治疗领域有所进

展。

首度亮相的复星健康以战略布局的“四

好平台”——“身边好医生”“掌上好管

家”“专科好方案”“产业好科技”为主线，

通过海报、视频、产品实物、在线 App 交

互等多维立体方式，让参观者实现健康产

品和服务的沉浸式体验。

复星康养携旗下高端养老项目北京星

堡香山长者公寓、天津星健温莎长者公馆，

重点展示了“医、养、康、享”业务板块布局，

提供全龄段、全方位、连续型的一站式家庭

健康服务体系，为长者客户创造更多价值。

复星联合健康保险带来了一系列健康

保险产品，为企业、为个人家庭客户提供

全生命周期、一站式的健康服务解决方案。

多场论坛共话创新健康未来

服贸会期间，多场重磅主题论坛举办，

复星国际执行董事兼联席 CEO 陈启宇、复

宏汉霖高级副总裁兼首席医学官朱俊、复

星康养执行总裁刘庆分别受邀出席论坛并

发表致辞、进行主题演讲。

在服贸会的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创新研

发服务论坛，大咖云集，复星国际执行董

事兼联席 CEO 陈启宇出席并致辞，共同探

讨如何推动创新研发服务的发展。陈启宇

表示，“前不久国内首个 CAR-T 药物、

复星凯特的阿基仑赛注射液上市获批，这

是监管、企业、医患等多方合作共赢的创

新成果，这背后考验的是整个行业的系统

和分工。我们要共同努力把研发服务的生

态体系打造好，帮助企业和科学家走出一

条高效率、高精准度、高成功率的研发路径，

让资本也有信心有方向，让中国的创新药

研发体系有更强的全球竞争力。”

服贸会复星前沿创新成果齐绽放
共话健康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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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3 日，国内母婴行业头部平台宝

宝树与致力于为家庭用户提供医疗级、一

站式、全场景健康生态系统的复星健康达

成战略合作协议。复星联合健康保险、信

泰云链也相继与复星健康签约合作。

生态共创，价值共享。复星健康致力

于为家庭用户提供医疗级、一站式、全生

命周期的健康管理和特色专科解决方案。

此次复星健康与复星生态三家成员企业分

别达成战略合作，将以统一的资源整合优

势，共同开拓互联网 + 医疗健康等业务，

以用户、产品、渠道建立围绕家庭用户的

生态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力争激发产业生

态乘数效应。

复星健康 × 宝宝树：
打造基于母婴场景的大健康服务专
科解决方案

作为国内母婴行业头部平台，宝宝树

以“让年轻家庭享受美好的生命旅程”为

使命，致力于构建母婴家庭幸福生态系统，

现已搭建起“内容 + 社区 + 工具 + 电商 +

本地服务”的一站式服务体系。

签约仪式上，双方公布未来将就用户

运营、C2M、O2O 等多个业务板块深化合

作并持续延展探索，围绕母婴家庭场景迅

速裂变，打造复合乘长曲线，实现宝宝树

母婴服务与复星健康核心健康服务业务的

协同共进，进一步完善复星健康的全场景

健康生态系统，并推动宝宝树母婴家庭幸

福生态战略的加速落地。

用户方面，宝宝树强大的用户基础和

深厚的运营能力将全面嫁接复星健康旗下

广泛的医院专家资源与产业资源，从流量、

内容、会员权益三个层面，合力为用户提

供更专业更多元的孕产内容服务以及精选

会员消费权益，由此提升用户服务体验，

拉长母婴家庭用户生命周期，共同推进“C

端置顶”的战略目标。

复星健康 × 复星联合健康保险：
探索“医疗 + 保险”模式创新

复星联合健康保险专业为企业及雇员

提供全球化的，集疾病、医疗、意外、护理、

失能、健康管理等保障于一体的综合解决

方案；为个人及家庭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

一站式的健康服务解决方案。

 复星健康与复星联合健康保险的战略

合作将探索实现支付、服务及风险控制的

医疗模式创新。在支付领域，双方将针对

不同类型的医疗费用探索不同的创新支付

模式，在提高医疗服务质量的同时，为用

户优化医疗支出成本，降低用户医疗负担；

在服务领域，双方将探索系统实时对接，

实现医疗费用的实时结算、在线上挂号预

约、线上问诊、健康管理、康复护理等方

面提高用户体验；在风险控制领域，双方

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共同推进数据分析，

提升运营与服务效率，共同探索建立先进

的医疗风险管控体系。  

复星健康 × 信泰云链：
共享供应链资源，赋能多场景服务

信泰是基于 SaaS 的家庭健康消费供

应链组织者，提供以数智科技引领，以园

区为场景，聚焦于食品、药品等有温度、

湿度、时效要求产品的商业流通全程服务。

旗下业务覆盖母婴用品、营养保健、美妆

个护、药品器械等产品、服务于中小零售

企业的专业 SaaS 系统支持服务、符合食

药监全程管理的供应链后勤支持服务。

借助复星健康线下的多家医院及丰富

的医生资源，双方将设计创新产品及服务，

打通复星健康的院端资源和信泰的供应链

资源，共建健康服务新场景。同时基于客

户端需求，双方供应链资源充分打开，深

度合作，形成生态共创产品。

9 月 6 日，“好心情”宣布完成了 C 轮

2 亿元战略融资。本轮融资由字节跳动领投，

复星健康和德诚资本、兴富资本（兴业证券

关联方）等知名机构跟投，老股东通和毓承、

KIP 中国继续加码本轮 超额认购（Super 

Pro Rata）。

抑郁症、焦虑症、强迫症……各类精神

和心理疾病的发病率一直在不断攀升。公开

数据显示，我国各类精神心理疾病总体发病

率为 17.5%，精神心理疾病发病人群和医

疗服务需求人数达 2.5 亿人。与之相对的是，

临床精神科心理科的执业医师仅 4.5 万名

左右，我国每 10 万人平均拥有精神科医师

尚不足国际标准的 1/4，资源严重短缺。

好心情成立于 2015 年，是一家聚焦于

CNS（中枢神经）领域精神心理健康服务的

互联网医疗平台，为精神心理疾病患者提供

专业、先进、高效、便捷的数字化诊疗服务。

好心情通过在线诊疗平台和实体心理诊所，

为患者打造线上、线下全场景就医环境；通

过咨询诊断、智能量表筛查、基因检测、药

物治疗、非药物治疗（音乐、冥想等）覆盖患

者诊前、诊中、诊后就医全流程；利用大数

据及人工智能技术，深入研发完善智能诊疗

产品，不断建立健全的精神心理专科医疗服

务运营体系，现已发展成为国内最大的中枢

神经领域及精神心理互联网医疗服务平台。

好心情利用数据算法对精神心理健康

需求用户和医生进行精准匹配，提高诊疗效

率，建立在线一对一联系，保护患者隐私的

同时，也有利于医生提供随访随诊服务。截

至 2021 年 6 月底，好心情平台已注册精神

心理科和神经科医生超过 5 万名，拥有该领

域平台最大规模的医生群体，其中精神心理

科医生注册总数超过 3.5 名，占国内总数的

80% 以上，神经内科医生超过 5000 名；注

册用户数超过 400 万人，每月在线服务患者

超 20 万人次。

本轮融资之后，好心情在医疗资源整合

上进一步得到行业资源的加码支持。可以看

到，复星健康在医疗资源方面将发挥生态优

势，持续为其提供产业赋能，与其他投资方

和机构共同助力好心情完善中枢神经领域

互联网医疗平台的建设。

复星全球合伙人、复星健康首席执行官

（CEO）李胜利表示，“好心情作为国内最大

的中枢神经及精神心理健康领域互联网医疗

平台，在精神心理健康服务领域有多年的沉

淀并构建了领先和完善的服务体系。我们非

常认同好心情的业务模式和战略布局，对其

保持高速增长有充分的信心。放眼未来，复

星健康将与好心情携手推进深度产业合作，

共同打造精神心理专科线上线下一体化，全

病程的医疗解决方案，并在创新支付、保险

业务方面共同探索创新产品，为患者提供更

专业、全面、完善的精神心理医疗健康服务。”

宝宝树、复星联合健康保险、信泰云链
与复星健康达成战略合作

复星健康战略投资精神心理健康互联网医疗平台“好心情”
携手打造精神心理专科线上线下一体化、全病程的医疗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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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星健康与宝宝树战略合作启动仪式



为助力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更好地为

家庭客户提供健康服务，2021 年 9 月 9 日，

上海复星公益金会联合复星医药启动“星

爱 121”公益项目，设立复星基金会星爱

121 专项基金。

该专项基金以健康关爱、科研创新、

公益捐赠为三大方向，围绕未被满足的医

疗需求，致力于为家庭客户提供全方位全

周期健康服务，帮助人类战胜疾病，实现

人类寿命到 121 岁的美好愿景！

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是指覆盖每

个人从生到死全生命周期，涵盖预防、急

病、慢病、康复、养老等公平可及、系统

连续的健康服务。该专项基金将充分结合

复星在医药健康领域的线上和线下资源优

势，为参与健康中国重大行动做出应有的

贡献。

为更好地助力乡村振兴，星爱 121 专

项基金将首先以广大乡村医生为关爱目标

人群，推出“手拉手 乡村人才振兴计划”，

通过复星健康 APP 为乡村医生搭建一个

专业、可信赖的平台，携手各疾病领域专

家和医生组成在线咨询顾问团，通过村医

及专科医生一对多的模式，进行专业培训

和在线帮扶，同时推出“乡村医生口袋书”

科普读物，旨在通过该计划有效解决村医

诊疗难题，让每个患者及其家庭都可以无

忧管理疾病，实现健康生活。项目以“四

个一”为核心内容——一本乡村医生口袋

书、一个乡村医生数智化线上平台、一群

健康关爱大使、一起手拉手线上问诊帮扶，

帮助乡村医生学习最权威的诊疗知识，赋

能村医提升疾病诊疗水平。

星爱 121 专项基金 2022 年公益项
目征集令

如果你想要加入“星爱 121 公益项目”，

奉献爱心；如果你想要申请“星爱 121 专

项基金”，贡献力量；如果你也想和我们一

起探索如何让人类寿命实现 121 岁的美好

愿景，那就赶紧行动起来吧！即日起，复星

医药正式向所有成员企业征集 2022 年公益

项目，对符合“星爱 121”专项基金方向的

公益项目进行定向款项支持。

汇集点滴爱心，有你更加温暖！

征集要求

1、征集范围：复星医药成员企业

2、项目方向：健康关爱、科研创新、

公益捐赠三大类

3、申报方式：

点击下方“阅读原文”填写“复星医

药星爱 121 专项公益项目申请表”，并附上

公益项目方案（包括但不限于项目背景、项

目时间、项目内容、项目意义、联系方式等）

至 csr@fosunpharma.com 进行申报，项目经

“星爱 121 专项基金”评审委员会审核后，

我们将对相关公益项目进行公益款项支持。

4、截止日期：2021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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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责任
C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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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ITP）是一种常

见的获得性自身免疫性出血性疾病，此类患

者往往伴有出血性功能障碍，在日常生活中

一旦发生磕碰、摩擦就有可能导致流血不止，

生活质量严重下降。

为了帮助这些因磕碰、摩擦就会血流

不止的疾病人群，每年的 9 月 21 日至 9 

月 27 日被定为国际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

（ITP）疾病周，旨在提高公众对 ITP 的认

知，关心并支持 ITP 患者。

疫情当前，
ITP 患者的健康管理亟待重视

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依然紧张，很

多 ITP 患者在疫情期间不能及时到医院就

诊，购药途径受限，诸多诊疗问题无法得到

及时解决，而 ITP 疾病的特殊性一旦中断

治疗可能会对患者带来更大的疾病风险。

因此，ITP 患者的长期的健康管理亟需

要更多人的重视。

为了唤起大众对 ITP 患者的关注，9 

月 1 日 - 9 月 30 日，在国际 915 世界淋

巴瘤日、921 - 927 世界免疫性血小板减

少症（ITP）关爱周来临之际，复星健康携

手上海复星公益基金会、星爱 121 健康关

爱项目以及淋巴瘤之家、苏州陈霞爱心慈善

基金会、ITP 家园等多个专业机构和领域专

家，共同发起为期一个月的血液病及肿瘤患

者关爱月项目系列活动。

9 月 8 日，该项目以线上会议形式宣

布正式启动。来自哈尔滨血液病肿瘤研究所

马军教授、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吴德沛教

授、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朱军教授、上海交通

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赵维莅教授组成的

主席团及众多领域内学术大咖、患者公益组

织代表一同莅临启动会。

该项目号召公众关注疾病早期预防，

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免费义诊、

专家直播、科普患教等活动关爱血液病与肿

瘤患者，助力患者点亮星光，重拾信心。

大咖云集，
共同守护 ITP 患者生命健康

国际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ITP）疾病

周期间，复星健康携手上海复星公益基金会、

星爱 121 健康关爱项目以及 ITP 家园等多

个专业机构和领域专家，共同为 ITP 患者

献上一场为期 7 天的线上及线下患教活动。

11 场大咖直播、7 场线上义诊、10 场

线下患教活动共同进行，全方位地解答患者

对 ITP 疾病的困惑。

通过线上与线下结合的患者教育形式，

实现专家与患者「零距离」对话，为患者带

去全面、专业的疾病知识，帮助他们更好地

了解疾病本身和治疗过程，从而树立其治疗

及康复的信心。

除此之外，活动期间参与线上直播和

线下患教的患者，更有机会获得复星健康提

供的神秘大礼包。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线上义诊活动则

邀请到了 7 位业内权威专家（以下义诊海

报中按专家义诊时间排序）：

义诊期间每位专家将为 5 位血小板减

少症患者提供线上咨询。同时，义诊结束后，

每位患者将免费获赠一个小药箱。

点亮星光，重拾希望

我们相信，通过此次活动将为更多 ITP 

患者及大众科普 ITP 疾病相关知识，进一

步改变患者对疾病的认知。

医生也能更好的向患者及家属展示规

范治疗的必要性，促进其生活质量得到进一

步提升，助力更多患者生存获益，增强积极

治疗的信心，树立阳光向上的心态，重拾对

美好生活的希望。

“星爱 121”公益征集令
  探索生命如何顺利迈向 121 岁 ?

免费义诊！
复星健康集结大咖守护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ITP）患者

◎文|孙丽



如何为中国肿瘤患者带来健康？
专访复星医药首席医学官回爱民

创新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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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9 月 5 日，一年一度

的转化医学奖颁奖典礼在久负盛名

的北京协和医院隆重举行，基金会

理事长、上海交通大学转化医学研

究院院长陈赛娟院士致欢迎辞。陈

竺院士、陈赛娟院士、赵玉沛院

士、陈香美院士、陈志南院士、张

抒扬院长、罗凤鸣教授分别为获奖

者颁奖。转化医学奖励计划管理委

员会秘书长、瑞金医院副院长赵维

莅教授主持了此次颁奖典礼。复星

全球合伙人、复星医药执行总裁、

全球研发总裁兼首席医学官回爱民

博士荣获第四届“转化医学国际合

作奖”。

“转化医学奖励计划”由转化

医学奖是由转化医学国家重大科技

基础设施联盟和上海广慈转化医学

研究发展基金会共同发起设立的，

旨在对转化医学研究领域具有突出

贡献的专家学者，以及取得突破性

创新成果的临床医生和科研人员进

行奖励，引导更多的人关注、支持

并积极投身转化医学事业。本届转

化医学奖共评选出“转化医学国际

合作奖”1 名，“转化医学杰出贡

献奖”2 名和“转化医学创新奖”5

名。其中“转化医学国际合作奖”

旨在奖励致力推进转化医学事业在

国际间的合作与交流，促进医学研究

成果在全球范围内顺利转化的人物。

本届“转化医学奖”评审管

理委员会在颁奖词中介绍道，“回

爱民博士作为复星医药全球研发

总裁，全面领导了公司的创新研

发更新迭代，创新药临床项目近三

年增长 30 倍，并实现复星医药多

项零的突破：第一个境外临床试

验、第一个首创创新药、第一个美

国 FDA 快速通道认证、第一个孤

儿药认证、第一个创新药上市。

回爱民博士积极推动国际合作交

流，涉及肿瘤、mRNA 疫苗、干

细胞等领域，作为项目总指挥兼首

席医学专家，主导了中德联合开

发的 mRNA 新冠疫苗项目，该款

mRNA 疫 苗（BNT162b2） 目 前

已投入中国香港和澳门地区的政府

接种计划，对当地疫情防控起到积

极关键作用，并对我国新冠疫苗研

发布局具有重大意义。”

复星医药全球研发总裁回爱民博士荣获
第四届“转化医学国际合作奖”
◎文|潘勇霆

Q：面对这些肿瘤治疗的难题和临床需求，复星医药做了哪些布局？

回爱民：复星医药这些年在肿瘤治疗领域，我们致力于为癌症

患者提供更可及、更可负担的产品和服务。我们通过自主研发、合

作开发、许可引进、深度孵化的多种发展模式，在传统的小分子化

药和单克隆抗体的基础上，最近几年我们积极地布局 PCG（Protein 

therapy 蛋白治疗 , Cell therapy 细胞治疗 , Gene therapy 基因治

疗），当然这是一个广泛的范围，比方说定向蛋白降解、mRNA 治

疗，还有溶瘤病毒、基因治疗、基因剪辑，这些都是我们积极在做的。

另外目前我们有 30 多种抗癌药在临床研发阶段。

那么在癌症范围内怎么布局？其实复星医药有独特的一个考

量，基本上是从两个维度来布局的，一个是在肺癌、乳腺癌、血液

病这种全球高发的肿瘤，复星医药在小分子、抗体、诊断、器械等

领域，有一个很好的闭环性布局。

另一方面，我们做的更多的是针对中国特征性的肿瘤、肝癌、

胃癌、食管癌进行了布局，我觉得这个是更有意义的，像复星医药

这样中国领先的医疗健康企业，我们要有担当，向这些肿瘤发起挑战，

为我们的国人提供治疗的措施。

Q：目前复星医药有哪些产品已经在为肿瘤患者服务？

回爱民：复星医药对创新药尤其肿瘤创新药的研发大约有 10

年经历。首先汉利康是中国的第一个生物类似药，已经问世了，服务

于中国的淋巴瘤患者。我们第二个生物类似药汉曲优，也是一个治疗

乳腺癌的单克隆抗体，也已经在中国和欧洲获批上市。另外，今年 6

月份，复星凯特 CAR-T 细胞治疗产品奕凯达 ® 已经获批上市，用于

治疗淋巴瘤，这也是中国第一个上市的 CAR-T 治疗产品，开辟了中

国细胞治疗的一个新纪元。

另外提一下，我们还有一个去年获批的产品阿伐曲泊帕，是治

疗血小板减少症的产品，也是我们和国外合作的一个创新药。现在

我们正在开发化疗引起的血小板减少症，这个也是和癌症治疗有关

的一个药物。

另外复星医药还有一系列的靶向药，如治疗肝癌、治疗肾癌的

索拉非尼也已经获批，这些抗肿瘤药物将逐渐进入各个省市的医保，

为医生和癌症患者提供更多的治疗手段。

复星医药在持续开发治疗药物新技术的同时，对精准诊断、精

准治疗、器械诊断也有布局，希望我们的持续研发和合作，为国家

的肿瘤患者提供更多治疗的可能性。


